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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本校自 77 學年度奉准立案招生，在 91 年 8 月改制技術學院，招收二技護理系、幼兒保育系、

資訊管理系，93 學年度起成立四技學制，同年嘉義分部開始招生。95 學年度成立化妝品應用系及

呼吸照護系，97 學年度成立老人照顧管理系及護理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98 學年度設立保健營養

系；於 100 年 8 月經教育部審核通過改名為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續設立健康照護研究

所，並在 102 年 6 月獲准通過自 103 學年度新設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 
    本校有林口(本部)及嘉義(分部)兩大校區，設有護理學院、民生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護理學

院包括護理研究所、護理系(科)、老人照顧管理系、呼吸照護系及慢性疾病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

民生學院包括健康照護研究所、幼兒保育系、化妝品應用系、保健營養系及民生產業研發中心；通

識教育中心包括人文社會、外語、自然、體育及嘉義分部通識教育 5 個學科。全校學生(含嘉義)計
7,590 人(不包括延修生及休學學生)，教職員工(含約聘僱人員)為 550 人(資料來源為 102 年 10 月 15
日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師資結構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現有專任教師(含嘉義校區)：教授 14 名，副教授 69 名，助理 

教授 72 名，講師 119 名，6 名部派軍訓教官，助教 18 人，護理實習臨床指導教師 70 名。 
兼任教師：副教授 3 名，助理教授 27 名，講師 110 名；依據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 
要點核算，全校生師比為 17.99，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結構(全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數/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數)已達 74.94﹪(101 度第一學期為 67.69﹪)，約成長 11％。 
 

(二)圖書軟體資源 
圖書館藏資料現況如下(至 102 年 10 月止)，相較於去(101)年 10 月 283,602 (冊)，約 

成長 4％。 
總類 本部 分部 合計(冊) 

圖書 
中文 139,816 50,414 228,456 
西文 29,162 9,064

期刊 
中文 407 83

690 
西文 153 47

多媒體 
中文 26,276 1,701

28,585 
西文 484 124

電子資源 
資料庫 53 

38,701 期刊 21,456 
圖書 17,192 

總計 234,999 61,433 29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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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備 
      本校為強化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積極提昇各項教學設備。     

        1、完善教室 E 化設備，完成教室 100%E 化。一般教室林口校區 89 間、嘉義校區 31 間， 
           每間教室備有連結網路之電腦、VOD 視訊隨選系統、固定式液晶投影機、擴音系統 
           等專屬設備，便利電腦輔助教學，提高教與學效率。並建置多功能教學演繹室，便利 
           教師攝錄教學，進行即時或非即時教學觀摩。 
        2、強化各院系專業教室軟硬體設備，設備完善之專業教室共有 82 間： 

       (1)護理學院教學設備提升情形： 
        A 為強化林口校區護理系科學生實務技能，99-101 學年度建置「臨床技能中心」， 
          購置多具「高擬真模擬人」，營造不同醫療照護情境，包含內外科、產科與加 
          護病房。並建置 3D 數位解剖教室、ESP 情境教室等，強化情境教學，增進學 
          生臨床實作能力。護理系嘉義校區亦為強化學生實務技能，建置「情境模擬病 
          房」一間及「示範教室」一間，購置 2 套「高擬真模擬人」，建置多元照護情 
          境，提供內外科、產科與基本護理學及急重症護理學課程之教與學使用。 
        B 為精進老人照顧管理系學生學習場域，運用教育部整體經費與校內經費雙重支 
          援，於 99 學年度建置「個案教學情境教室」、100 學年度建置「專題討論室」、 
          101 學年度完成「銀髮族功能性適能評估教室」建置。 
        C 為提升呼吸照護系學生臨床實作能力，101 學年度建構呼吸照護模擬加護病房、 
          「整合性小兒呼吸照護臨床模擬教學情境」教室，並增購小兒呼吸照護模型及 
          設備，提升同學對小兒呼吸照護臨床實作知能。 

        (2)民生學院教學設備提升情形： 
        A 為提升幼兒保育系學生實作能力訓練，99-101 學年度已建置「嬰兒照護示範教 
          室」、「嬰兒照護練習教室」、「幼兒感官體能活動室」及「創意活動教室」 
          等。 
        B 為增進化妝品應用系學生之醫學美容實作能力，101 學年度完成建置「化妝品 
          調製實驗室」、「化妝品分析檢驗實驗室」，102 學年度規劃建置「醫學美容 
          教室」、「多功能整體造型教室」，持續提升教與學品質，強化學生實作教與 
          學環境。 
        C 為強化保健營養系學生專業實務能力，自 100 學年度起，挹注經費購入各項專 
          業設備，包括氣相層析儀桌上型、超音波骨質密度分析儀、超微弱化學發光檢 
          測儀等，以精進營養科學教育實驗課程之教學與研發，並強化學生進行食品分 
          析之專業能力。此外，「多功能營養學實驗教室」也於 101 學年度完成，提供 
          本校各系營養學相關實驗的教學空間，並成立「中餐乙、丙級烹調檢定考試考 
          場」。除強化教學發展需要之外，更藉此促進營養科學以及健康餐飲相關產學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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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生來源分析 

         本校本(102)學年度新生共計 2,348 人，其中女生為 2,214 人(占 94.3％)，男生為 134 
     人(占 5.7％)。新生來源管道多元，依據 102 年 10 月填報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各種 
     招生管道名額資料結果分析如表一，其中四技入學以聯合登記分發及推薦甄選所占比例 
     較高，合計達 68.75%；二技日間以聯合登記分發最多；五專新生免試入學最多達 62.22%， 
     聯合登記分發居次佔 25.78%。 

表一、各種招生管道名額資料 

學制 多元入學管道 男 女 小計(1) 小計(2) 百分比 
((1)/(2)) 

研究所 單獨招生 3 17 20 20 100.00% 

四技 

聯合登記分發 23 184 207 

656 

31.55% 
推薦甄選 18 226 244 37.20% 
高中生申請入學 20 136 156 23.78% 
技優甄選 1 41 42 6.40% 
繁星推薦 1 6 7 1.07% 

二技 

聯合登記分發 20 423 443 

1447 

30.62% 
申請入學單獨招生 7 263 270 18.66% 
技優甄選 0 7 7 0.48% 
進修部單獨招生 24 703 727 50.24% 

五專 
免試入學 8 132 140 

225 
62.22% 

聯合登記分發 7 51 58 25.78% 
申請抽籤 2 25 27 12.00% 

合計 134 2,214 2,348 2,348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本校以「教學型大學」自我定位，以「健康照護」為發展核心。本校的願景是成為「辦

學最優、就業最強、企業最愛」的「典範科技大學」。為達成此一目標，並發揚崇本務實的技

職教育理念，本校在教學上重視學以致用，培育學生成為術德兼修的優質人才。 
 

        
    為達成此願景，依據教育政策、本校辦學理念，擬定 102~106 學年度近中長程計畫(詳如

近中長程發展計畫)，制定總體目標及執行策略，並建立評核指標及執行方式，為使近中長程

計畫循序漸進，推動有成，採滾動式每兩年修訂方式。以下玆針對計畫目標、策略及評核指

標擇要說明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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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2-106 學年度計畫目標、策略及評核指標 
計畫目標 策略 指標 
1. 精進教

學品質，

提昇學習

成效 

1-1 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 
1-1-A 學生參與競賽達成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1-1-B 學生參與服務學習活動達成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1-1-C 學生實習通過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1-1-D 學生證照取得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學生證照取

得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1-1-E 學生取得國際證照每年成長 10% 
1-1-F 學生通過英文檢定通過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1-1-G 學生專題製作參與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1-2 教學多元

化 
1-2-A 各學院、通識教育中心跨領域暨業師參與協同教學科目

數每學年度增加 10%~30% 
1-2-B 通識選修科目數每學年度增加 10% 
1-2-C 各學院、通識教育中心教材上網科目數每學年度增加

10%~30% 
1-2-D 各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多元學習評量融入科目數每學年

度增加 10%~30% 
1-2-E 各所系科、通識教育中心科目外審數年學期至少 5 門 
1-2-F 各學院融入情境教學課程班級數每學年度至少增加 10%
1-2-G 圖儀設備每年成長或更新 10% 

1-3 全英語授

課 
1-3-A 各學院大學部使用英語教材課程班級數每學年度增加

10%         
1-3-B 各學院大學部全英文授課課程開課之課程班級數每學年

度成長 1 門 
2. 深化全

人教育，

豐富人文

關懷 

2-1 落實勤勞

樸實的生活教

育 

2-1-A 智慧學習輔導方案： 
1.住宿生違規率逐年下降。 
2.宿舍「智慧學習區」使用滿意度超過 4 分(5 分量表)。 
2-1-B 同儕輔導方案：課輔學生學業成績及格率達 90%以上。

2-1-C 五專及四技各系開設勞作教育共同必修課程數達

100%，且各系(科)必或選修課程 
內含勞作教育融滲課程數，每年至少增加一門。 

2-2 深化品德

教育、培養良

好品格    

2-2-A 庚心有品新生活運動：活動平均成績，各班每年增加 0.2
分。 
2-2-B 學生參與校園品德教育推廣活動，參與率每學年提升

5%。         
2-2-C 每學年度增加 10%學生加入社團。 

2-3 促進身心

健康與適性發

展 

2-3-A 新生健康檢查複檢項目比率每學年提升 5% 
2-3-B 教職員 CPR+AED 證照率每學年提升 15% 
2-3-C 校園常見傳染病追蹤與處理率達 100% 
2-3-D 學生意外傷病管理與追蹤率達 100% 
2-3-E 新生憂鬱高危險追蹤執行率每學年增加 3-4%。 
2-3-F 每學年導師與諮商中心合作執行一場任一議題班級輔

導活動，執行率每學年提升 5%。 
2-3-G 提升導師對諮商中心輔導資源的使用，每學年增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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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策略 指標 
 2-4 推動人文

關懷融滲課程 
2-4-A 各學制各系(科)開設選修專業人文融滲課程數，每年至

少增加 1 門。         
2-4-B 五專及四技各系(科)開設必修專業人文融滲課程數，每

年至少增加 1 門。 
2-5 實踐社會

服務，開拓宏

觀視野 

2-5-A 五專及四技各系開設共同必修的服務學習融滲課程數

達 100%，且各系(科)必或選修課程內含服務學習融滲課程數，

每兩年至少增加一門。         
2-5-B 每學年度增加 5%學生社團，參與社會服務。 
2-5-C 學生參與社團社會服務總人次每學年度增加 5%。 
2-5-D 海外志工服務隊每學年度 3-4 隊次 
2-5-E 偏(原)鄉服務隊每學年度 10 隊次以上。 

2-6 建構優質

的校園環境 
2-6-A 安全與無障礙設施，每年改善 1~2 處。 
2-6-B 環境綠美化，每年新增或更換植栽 500 株(含)以上 
2-6-C 節約用電，每年節能目標：負成長 0.5~1%。 
2-6-D 資源回收，每學年資源回收與廢棄物比率 5%以上。 

3. 促進產

學合作，

強化實務

研究 

3-1 促進產學

合作計畫成效 
3-1-A 政府部會產學合作案件年成長率達 20% 
3-1-B 政府部會產學合作總金額年成長率達 20% 
3-1-C 民間機構產學合作案件年成長率達 20% 
3-1-D 民間機構產學合作總金額年成長率達 20% 
3-1-E 合作廠商數年成長率達 20% 
3-1-F 擔任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之專任教師數年成長率達 20%

3-2 提升智權

產出成果成效 
3-2-A 教師論文發表篇數年成長 20% 
3-2-B 教師 ISI 與 TSSCI 期刊論文發表件數年成長達 15% 
3-2-C 專利件數年成長達 20% 
3-2-D 技術移轉或授權總金額年成長達 20% 

3-3 整合研究

資源 
3-3-A 各學院/通識中心每年新增 1 隊跨專業之研究中心/團隊 
3-3-B 跨專業之研究中心/團隊產學合作件數年成長率達 10% 
3-3-C 跨專業之研究中心/團隊產學合作總金額年成長率達

10% 
4. 提昇組

織效能，

建構效率

學府 

4-1 健全院系

發展 
4-1-A 規劃第三學院 
4-1-B 增設系所 
4-1-C 精進師資素質 

4-2 發展技術

研究中心 
4-2-A 拓展臨床技能育成中心業務 
4-2-B 開展民生產學營運中心 

4-3 完善人力

配置 
4-3-A 精進單位組織機能 
4-3-B 健全職員晉升管道 
4-3-C 規劃師資員額 

4-4 強化業務

資訊化 
4-4-A 建置完整校務 E 化系統 
4-4-B 建置校史資料庫 

4-5 強化內部

控制 
4-5-A 完成內控制度建置，每學年各單位至少增列 2 項作業程

序，至單位內控制度完善為止 
4-5-B 加強內部控制稽核，每學年均執行各項作業程序稽核至

少 1 次 
4-5-C 提升內部控制專業知能，精進稽核技能，每學期參加 2~3
次相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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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策略 指標 
5. 形塑辦

學特色，

提昇學校

聲譽 

5-1 提升學校

能見度 
5-1-A 學生參與全國性專業競賽，獲獎件數每年成長 10% 
5-1-B 學生參與國際性專業競賽，每年獲獎至少 1 件 

5-2 維持就業

率與提高就業

穩定度 

5-2-A 各階段畢業流向調查全校完成率達 80%以上 
5-2-B 雇主滿意度調查每系每學年完成率達 100% 
5-2-C 運用畢業流向調查暨雇主滿意度調查結果，回饋並修改

課程。 
5-2-D 學院部畢業後一年就業率達 95% 
5-2-E 就業後一年留任率達 80% 
5-2-F 雇主對畢業生評價滿意度達 85%以上 

5-3 深耕在地

服務 
5-3-A 開設推廣教育課程的總金額每學年成長 5% 
5-3-B 每學年學分班人次成長 10% 
5-3-C 每學年政府與民間機構委訓課程成長 5 班 

5-4 師生國際

視野拓展，提

高師生國際競

力 

5-4-A 每學年出國學生人數成長 10% 
5-4-B 每學年 1 位學生提出雙聯學位申請 
5-4-C 102-103 學年度每年 10 位境外學生交流，104-106 學年

度則每年成長 10% 
5-4-D 102-106 學年度每年增加 1 所姐妹校系 

    
三、本（103）年度發展重點 

本(103)年度獎勵補助款支用計畫，依照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將校務發展之首務— 
 「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及「深化全人教育，豐富人文關懷」列為主要的發展重點， 
本年度將以 5 大特色計畫分別達成。以下玆針對各特色計畫擇要說明如下： 
(一)特色計畫一：學習成就驗證與提昇計畫【中長程目標 1-1 培養學生六大能力及附錄 1-1-教 
               務處-附件 1/ P.11/264】 

    為達到「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之目標，本校訂定「長庚六藝」作為學生畢

業時六大學習成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以持續強化學生就業關鍵能力，未來本校

畢業生，應具備六大能力。建立長庚科大學生「長庚六藝」特色能力。 

       
  長庚六藝：學生六大能力 

   為有效使師生檢核六大能力達成情形，即時顯示學生學習成就，並提供學習輔導資訊，

透過本計畫建構「學生學習成就資料同步」、「學習能力與學習成就查詢」、「學習成就導師

輔導」、「長庚六藝成就分析與提醒」、「學生證照統計分析」、「學習成就告知」、「學習成就

人性化搜集與顯示」等系統，以增加學生學習成果之搜集與分析之效率，以提昇各項學習

成就資料之使用效率，驗證學生學習成就，並建置學習成就取得情形之提示功能，輔導學

生增進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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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能更詳實記錄學習成果、肯定學習成就，導引學生學習與提昇教學方向。經由協助

學生在學涯中檢視核心能力成長，以利學生自我導航修業方向，規劃職涯、生涯，厚植就

業力，以達成技職教育培育學生務實致用能力的目標。並經由學生在長庚六藝與核心能力

等學習成就累進情形，協助本校持續進行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與教學之自我改善與提昇。 

 
(二)特色計畫二：健康照護雲端教育網絡系統建置計畫【中長程 1-2-G-護理學院-103 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64/269】 

    為達到「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之目標，護理學院極須建構以臨床技能中心

為基礎，發展不同擬真情境之教學、精益求精、推動產學合作、完成雲端照護教育系統，

也希望能延伸至嘉義分部進行同步教學，以提升學生最大之學習成效，本計畫旨在透過

UNIQUE-CARE 概念整合(如圖一)：便利及普及性學習(Ubiquity)、專業護理教育資源

(Nursing)、互動式教學活動(Interaction)、學習成效評估及回饋(Quality)、雲教育資源整合

共享(Union)、有效能學習成效(Efficiency)，建置高效能、可擴充性的視訊串流平台，而可

提供跨區域，包括林口、嘉義兩校區與企業體系如長庚醫院中的教學者與學習者妥善應

用，以達教學資源共享、知識的累積與傳承之原則，並落實護理學院設定之中長程發展目

標。 
 

       
圖一 UNIQUE-CARE 護理臨床照護情境模擬教學特色架構圖 

    建置健康照護雲端教育網絡系統-『跨區域情境教學點播串流平台』主要是透過雲端照

護教育系統的建置開發，結合協同教學所需之多點同步學習平台視訊教學設備，建置全高

清畫質影音，續以如同使用 Youtube 做為課程之影音平台，提供校園網路影音多媒體無縫

隙之服務平台，使用者可線上觀摩模擬情境教學課程實況與教案。而本計畫影音平台的運

用與未來的推展，將為亞洲第一所護理學校獨創的照護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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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計畫三：宿舍智慧學習輔導方案【中長程 2-1-A-學生事務處-102 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78/282】 

    日間部學生全體住校為本校特色之一，為達到本校「深化深化全人教育，豐富人文關

懷」之目標，在策略「落實勤勞樸實的生活教育」方面，冀學生能藉由全體住宿生活，培

養合群、自治、守法、守紀的生活習慣，促進生活道德之實踐。為加強住宿學習成效，目

前已有電腦自學室、閱覽室與討論室等學習空間，更廣邀校內教師於課後進入宿舍擔任「學

習顧問師」進行課業諮詢輔導，以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為例，三棟宿舍共有 144 場次的課

業諮詢服務，本學期排定的場次已達 190 場。平均而言，宿舍區於週間每晚幾乎都有若干

位學習顧問師在進行課業輔導。 
     然而，目前除庚心樓 B1 設有 7 間討論室配有電腦投影設備可進行小組教學討論之

外，庚耘樓及庚勤樓僅能利用交誼廳的沙發區進行小組學習，在燈光昏暗且缺乏教學設備

環境下克難地進行學習。因此藉由宿舍智慧學習輔導方案建置「智慧學習區」，並設置適

量之多點觸控智慧平台(如圖二)，將改善庚耘樓與庚勤樓的小組教學環境，提供學習顧問

師進行課後輔導，亦可供學生平時進行學習討論之交流場所。藉此達成 2-1-A 智慧學習輔

導方案之宿舍「智慧學習區」使用滿意度超過 4 分(5 分量表)的目標，增進學習成效。 
 

           
圖二   智慧學習區多點觸控智慧平台 

(四)特色計畫四：民生產業特色實作計畫【中長程 1-2-G-民生學院-103學年度-2及其附件 1/ p.65/ 
               271】 

    為達到「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之目標，民生學院以各教學單位共同合作，

建立特色，強調實作，將其教學、研究及產學之整合發展，提出「民生產業特色實作計畫」，

分為四大主題包括:雲端行動教學便利通平台之設立、髮膚質功能性檢測平台之設立、老

化指標檢測平台建立、建置健康照護與管理教學系統，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

增進師生互動性與教學活潑化，提供師生檢視學習歷程與成果，激化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並建構學生專題研究之環境，推動學生專題研究製作，落實理論與實作並重，將研究成果

與教學相驗證，使學生獲得務實致用之知能，促進教學之有效性，以及建構民生學院技術

及特色課程，使學生實務與理論並重，以提升教學成效，符合產業界需求，有利與職場接

軌，提升畢業生就業能力與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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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計畫五：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中長程 1-1-F-通識教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近年來本校已將英文檢定列入畢業門檻，然而本校學生入學時，並未將英文成績設定

為入學之條件，因此學生之英文能力有非常明顯的差異，目前全校日間部英文檢定通過率

為 21.64％，仍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 
    為達到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之目標，在培養學生六大能力之學生通過英文檢

定通過率方面，提出「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計畫，期望延續利用本校已建置

之雲端學習系統設備(如圖三)及線上課程【文法影音課程、K.K.字母發音互動課程】及題

庫【國際英語檢測 IELTS 模擬測驗題庫、國際英語檢測 TOEFL IBT 模擬測驗題庫、國際

英語檢測 TOEFL PBT 模擬測驗題庫、托福精選單字及新多益朗讀口說實戰題庫、新多益

225 字彙測驗題庫、新多益 550 字彙測驗題庫、New TOEIC 模擬測驗題庫、GEPT 初級模

擬測驗題庫、GEPT 中級模擬測驗題庫、GEPT 中高級模擬測驗題庫、TOEIC 聽力與閱讀

測驗模擬題庫】購置下，激發學習英語的興趣，並提供本校師生可以時時學習，處處學習，

延續學習者持續利用雲端學習系統的良好習慣，期透過本計畫，提升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與

英語文能力。期望提供一個更方便、更友善的英語文自學環境，使英文能力佳的學生能更

精進，英文能力落後的學生能有機會趕上，以逐年有效提升學生英文檢定通過率。 

 

 

圖三:雲端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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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資本門支用依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以校務發展之首要--「精進教學品質，提昇 
學習成效」為主要的規劃方向；購置項目對應中長程發展已標示於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 
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備註欄。以下針對本(103)年度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 
規劃之關聯性摘要說明如表二。 
表一 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性 

計畫 
目標 策略 指標 管理(使用) 

單位 優先序 備註 

1. 精 進

教 學 品

質，提昇

學 習 成

效 

1-1 培養學生六

大能力 

1-1-A 學生參與競賽達成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教務處 A001-A007 特色計畫

1-1-D 學生證照取得率於 106 學

年度前達到 100%學生證照取得

率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護理系 A048  

嘉義護理系 A054、

A056  

1-1-F 學生通過英文檢定通過率

於 106 學年度前達到 100% 
通識教育中

心 A096-A108 特色計畫

1-2-D 各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多

元學習評量融入科目數每學年

度增加 10%~30% 
嘉義護理系 A057  

1-2-F 各學院融入情境教學課程

班級數每學年度至少增加 10% 

護理系 A047 
A049-A050  

老人照顧系 A075-A083
A094-A095  

妝品系 A069-A072
A074  

呼吸照護系 A084  

1-2-G 圖儀設備每年成長或更新

10% 

護理學院 A008-A009 特色計畫

民生學院 A017-A029 特色計畫

健康產業科

技研究所 A030-A034  

電算中心 A035  
體育室 A036-A043  
嘉義分部 A044-A045  
護理系 A046  
通識中心 A051-A053  
幼保系 A058-A059  

保營系 A060-A065
A086-A093  

妝品系 A066-A068
A073  

健康照護所 A085  
嘉義護理系 A055  

圖書館 B001-B002
C001-C007  

2. 深 化

全 人 教

育，豐富

人 文 關

懷 

2-1 落實勤勞樸

實的生活教育 

2-1-A 智慧學習輔導方案： 
1.住宿生違規率逐年下降。 
2.宿舍「智慧學習區」使用滿意

度超過 4 分(5 分量表)。 

學務處 A010-A016 特色計畫

2-2 深 化 品 德 教

育、培養良好品格 
2-2-C 每學年度增加 10%學生加

入社團。 學務處 D001-D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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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配合校務發展方向與鈞部獎補助經費之精神，經常門支用與本校發展有具體積極的關聯 

 性，支用項目對應中長程發展已標示於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及附表十「經常 
 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備註欄。以下針對本(103)年度 
 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性摘要如表三。 
 表二  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性 

計畫目標 策略 相關獎勵補助辦法或做法 經常門支用項目 

1.精進教

學品質，

提昇學習

成效 

1-1 培養學生六

大能力 
購置教學設備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O030、O039-O043】

1-2 教學多元化 

專任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獎勵

辦法 

編纂教材【L-01】 
製作教具【L-02】 
改進教學【L-03】 

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申請辦法 改進教學【L-03】 

購置教學設備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O003-029、

O031-O038】 

2.深化全

人教育，

豐富人文

關懷 

2-1 落實勤勞樸

實的生活教育 
購置訓輔設備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O001-002】 

2-2 深化品德教

育、培養良好品

格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

理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工作【M01-M05、
M07-M10】 

購置訓輔設備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O044-047】 

2-3 促進身心健

康與適性發展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

理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工作【M06、M11】

3.促進產

學合作，

強化實務

研究 

3-1 促進產學合

作計畫成效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經費補助作業要點 研究【L-04】 
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績優獎勵辦法 研究【L-04】 

3-2 提升智權產

出成果成效 

專任教師研究統計諮詢費補助作業要點 研究【L-04】 
專利獎勵辦法 研究【L-04】 
專任教師學術作品出版獎勵辦法 著作【L-07】 
國際學術期刊投稿潤稿費補助作業要點 著作【L-07】 

4.提昇組

織效能，

建構效率

學府 

4-3 完善人力配

置 

教師參加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研習【L-05】 
教職員參加研習(討)會申請要點 研習【L-05】 
舉辦校內研習會經費補助要點 研習【L-05】 

專任教師進修獎勵辦法 
研習【L-05】 
進修【L-06】 

專任教師技術報告升等獎勵辦法 升等送審【L-08】 
教師資格送審作業要點 升等送審【L-08】 

助教暨編制內職員進修獎勵辦法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N】 

教職員參加研習(討)會申請要點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

習及進修【N】 

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新聘教師薪資(2 年內)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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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本校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區分為資 
    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總預算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參照本(103)年度教育部核配指標及本 
    校績效與往年核配金額，於專責小組102學年度第一學期第1次會議決議，暫推估以總額不超過 

8,000萬，請各相關單位進行計畫提報，並陸續於專責小組「102學年度第一學期第1次、102學 
年度第一學期第1次臨時會及第2次臨時會」會議進行審定。經教育部103年1月29日臺教技(三) 
字第1030157182E號函核定後，各提案單位再次評估購置設備之異動狀態，透過專責小組【102 
學年度第2學期第一次(103年2月27日)】會議(附件二)依核定金額【49,268,796元】進行調挪。    
(一)資本門 
       區分「教學及研究設備」、「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三項，依據本校發展重點及參考本校支用往例，分別以 80％、15％、5％
進行提報。分配原則以教學為優先，購置項目須說明所使用之課程，研究設備購置則列為

優先序之末；新課程所需教學設備優先，圖儀汰舊換新則置後；使用率高者優先，使用率

低者則置後。 
所有購置項目，提案單位須透過該單位會議決議後提報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委員針對 

購置目的、規格、數量及金額等合理性及與學校中長程計畫之關聯性於會議中進行討論， 
並決定購置項目優先序。 

    1.教學及研究設備    
          區分為「特色計畫」及「基礎設備」兩大類，經費配置詳見表三。                   

表三、教學研究類經費分配原則 
類別 特色計畫 基礎設備 

申請條件 為突顯本校特色，配合中長程

發展計畫撰寫計畫書 
(1) 基本之設備 
(2) 各(學)科、系、所、嘉義分部、本

部電算中心 
經費上限 700 萬/每案 待經費核定提報修正計畫書時，再依

比例分配每單位範圍 
計畫書經費 25,319,831 14,709,900 
計畫書比例 63.25% 36.75% 
優先序配置- 

計畫書 
依審核名次結果排序 

共計 5 案 
新增系所為首，全校學生使用人數次

之，最後以教師/學生使用人數 
優先序配置- 
核定版計畫書

特色計畫 1-4 
標餘款購置-特色計畫 5 

每單位總額以不超過 140 萬 
標餘款購置-每單位總額超過 140 萬 

經由上述的分配原則及核定結果，說明如下： 
          「特色計畫」為突顯本校特色，配合中長程發展計畫撰寫計畫書(單案金額不超過 
      700 萬為原則)，經校內審查委員(專責小組會議推派校長、主秘及嘉義分部主任)審查 
      (審查重點:與學校中長程發展關聯性、目標指標可行性、計畫具體可行、經費編列與運 
      用具必要及合理性)並經提案單位修正後，於專責小組會議產生排序，依序為教務處【學 
      習成就驗證與提昇計畫】→護理學院【健康照護雲端教育網絡系統建置計畫】→學生 
      事務處住宿輔導組【宿舍智慧學習輔導方案】→民生學院【民生產業特色實作計畫】 
      →通識教育中心【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排序與購置設備詳如表四，經 
      費計 25,319,831 元，佔教學研究類 63.25%。經教育部核定經費後，依分配比例，將排 

      序 5 之計畫調挪為標餘款購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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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特色計畫決議之排序與購置設備 
排序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優先序 a 預算金額 備註 

1 教務處 學習成就驗證與提昇計畫 A001-A007 5,000,000  

2 護理學院 
健康照護雲端教育網絡系

統建置計畫 A008-A009 7,000,000  

3 
學生事務處住

宿輔導組 
宿舍智慧學習輔導方案 A010-A016 4,978,000  

4 民生學院 民生產業特色實作計畫 A017-A029 5,726,831  

小計 22,704,831  

5 通識教育中心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A096-A108 2,615,000 標餘款購置

總計 25,319,831  

 附註：a為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基礎設備」，係屬教學設備的更新與升級，對於教學單位提升教學品質有所助 
      益。由各單位以公開方式並召開會議決議後提報各單位預算。專責小組會議【102 學年 
      度第 1 學期第一次臨時會議】決議，優先序以新增系所為首，全校學生使用人數次之， 
      最後以教師/學生使用人數；依序為健康產業科學研究所→電算中心→體育室→嘉義分 
      部→護理系→通識教育中心→嘉義護理系→幼保系→保健營養系→妝品系→老人照護 
      系→呼吸照護系→健康照護所。經教育部經費核定後，依配置比例每單位以第一輪不 
      超過 140 萬元為原則，超過部分列入標餘款購置設備。購置項目與排序詳如表五。 

 表五、基礎設備決議之排序與購置設備 
排序 提案單位 優先序 a 預算金額 

1 健康產業科學研究所 A030-A034 1,064,100 
2 電算中心 A035 1,000,000 
3 體育室 A036-A043 1,001,000 
4 嘉義分部 A044-A045 1,390,000 
5 護理系 A046-A050 1,000,000 
6 通識教育中心 A051-A053 862,000 
7 嘉義護理系 A054-A057 1,400,000 
8 幼保系 A058-A059 315,000 
9 保健營養系 A060-A065，A086-093 2,471,700 
10 妝品系 A066-A074 1,041,100 
11 老人照護系 A075-A083，A094-095 2,105,000 
12 呼吸照護系 A084 1,000,000 
13 健康照護所 A085 60,000 

合計 14,709,900 
 附註：a為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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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符合本校校務發展--「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之目標，在資本門教學

研究類，計支出 31,096,931 元，在「特色計畫」及「基礎設備」配置比例分別為：73％
及 27％，本(教學研究)項目佔資本門獎勵補助款 75.64%。另位顯示本校重視「精進教學

品質，提昇學習成效」之目標，已將資本門之所有自籌款中 100%(5,009,774 元)配置於

本(教學及研究設備)項目。 

 2.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設備 
         本(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項相關購置設備由圖資處圖書館館務會議 
     決議後，送專責小組會議審定，本年度以「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之校務發展 
     為首要目標，提供師生查詢期刊文獻資源及電子書閱讀之服務，購置個人電腦、電腦選 
     位系統及中英文圖書、電子書、光碟等。今年編列預算經費為 6,205,000 元，佔資本門 

   預算之 17.99%，詳如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優先序

B001-B002 與附表六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優先序 C001-007。 
    3.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 

    遵照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由學生事務 
處統籌規劃，透過學務會議討論決議後，送專責小組會議審定，購置內容以促進學生事

務與學生社團發展為主，本年度編列經費為2,196,000元，佔資本門預算之6.37%，詳細

購置品項參見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之優先序

D001-015。 

(二)經常門         
            本年度「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佔經常門獎勵補助款編列預算之85.75%，行政人員 
        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佔0.34％，新聘教師薪資佔9.85％，本(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項 
        包括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用途， 
        另包括「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新聘教師薪資」，各項比例分配，由專 
        責小組執行秘書，依各教學單位發展需要，以及前一年度實際支用結果，與本校中長程發 
        展指標，估算成長比例，並提報於專責小組討論後決議之。分配原則及依據法源詳見附表 
        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經費核撥運用，將依本校各相關辦法執行，以公開、公平、 
        公正三原則，由系級、院級和校級教評會審核。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本年度佔經常門預算之4.06%，由學務處統籌，比照本 
        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透過學務會 
        議討論決議後，送專責小組會議審定之。 
            另為達到精進教學品質，提升學習成效，針對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 
        之非消耗品)，亦比照資本門教學研究類編列原則，編列於經常門中，佔經常門獎勵補助 
        款自籌款之53.21％。 
二、經費審定程序�

 為使本計畫經費支用效益提高，在資本門部分，所有提報預算案件，其相關空間及工程 

款等配套，均已要求完成校內簽准，其規格亦委請總務處先行審視；若有相同購置項目，在 

考量以量制價之下，相同需求者，協調統一規格，最後透過專責小組充分討論下審定。另經 

常門部分，均已制定相關辦法(如附表九)，建立審核機制，依據事實透過相關會議審核，秉 

持所有過程透明化與制度化，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使經費支用更為謹慎與正確。 

    本(103)年度支用計畫書，經由專責小組共 4 次會議（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第 2 
次臨時會議及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透過專責小組委員仔細評估各單位需求，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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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討論並做出決議，期望能藉由本獎勵補助經費之挹注，達到本校的發展目標。 
三、經費支用流程�

 按照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流程」(表六)辦理。將依據教育部核定金額，檢 
附修正計畫書後開始動支。資本門將依據教育部核定金額，以原提報設備優先序之排序依序

購置，剩餘設備將視為標餘款後依優先序進行請採購作業；經常門將依據辦法公告並進行獎

補助案件申請與審核。 
     表六  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用流程                                                      

階段 經常門 資本門 

規

劃

期 

I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 
工作職責：提報經費分配比例與說明 
依據文件：(1)教育部經費核配申請原則

            及注意事項 
          (2)本校中長程計畫 

負責單位：各單位 
工作職責：(1)提報設備與圖儀需求 
          (2)召開單位內部會議 
依據文件：(1)教育部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

             注意事項 
          (2)本校中長程計畫 

II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 
工作職責：(1)召開專責會議審定本校支用計畫書 
          (2)完成報部程序 

III 【教育部】核定獎勵補助金額 
IV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 

工作職責：(1)召開專責會議，依核定金額與委員意見審定本校修正支用計畫書 
          (2)完成報部 

執

行

期 

I 負責單位：人事室、教務處、技合處、 
          學務處 
工作職責：(1)公告相關辦法 
          (2)依獎補案件執行審核 
依據文件：(1)修正計畫書 
          (2)獎勵補助教師相關辦法 

負責單位：各系中心、專責小組、總務處

工作職責：依優先序進行請採購 
依據文件：(1)修正計畫書 
          (2)採購作業流程 

II 負責單位：人事室、教務處、技合處、  
          學務處 
工作職責：(1)追蹤執行進度 
          (2)召開專責會議 

負責單位：各系中心、專責小組 
工作職責：(1)採購進度追蹤 
          (2)提出變更需求 
          (3)召開專責會議 

III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 
工作職責：完成撥款作業 

負責單位：各系中心、總務處、資材 
工作職責：完成收料、驗收、檢驗作業 

   負責單位：會計室 
工作職責：完成付款作業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總務處、各系中心

工作職責：完成財產編號、電腦作業 

結

案

期 

I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學務處、會計室 
工作職責：執行清冊彙總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會計室 
工作職責：執行清冊彙總 

II 負責單位：專責小組、內部控制制度稽核小組 
工作職責：(1)召開專責小組會議 
          (2)召開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會議 
          (3)執行清冊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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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往執行成效 
一、最近 3 年（100~102）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本校在獎勵補助款的挹注下，近 3 年的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及師資結構逐年上升，生師 
比逐年下降；專任教師承接校外產學合作計畫成果，102 年度比前二年平均成長；件數成長

26.59%，金額成長已達 8 成；期刊論文的發表，在品質及數量上，亦有大幅度的進步。 
(一)師資概況 

        學年度 

分類 

99 學年度 
(下) 

100 學年度 
(下) 

101 學年度 
(下) 

102 學年度 
(上)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

師資 
126 143 149 155 

師資結構 52.7 60.35 73.37 74.94 
日間部生師比 16.12 15.84 15.71 15.19 
全校生師比 20.66 20.30 17.96 17.99 

(二)專任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成果 

年度 
國科會 政府其他部會 民間機構 合計 

件數 a 金額 b 件數 a 金額 b 件數 a 金額 b 件數 a 金額 b

100 32 2,329 18 643 72 3,468 122 6,440 

101 29 2,252 20 456 96 4,194 145 6,902 

100-101 平均 30.5 2,290 19 549  84 3,831  133.5 6671 

102(截至 102 年 11 月) 38 3,247 30 3,192 101 5,611 169 12,050
102 與 

100-101 平均比較 24.59% 41.79% 57.89% 481.42% 20.24% 46.46% 26.59% 80.63%

     附註：a
件數：認列主持人件數； 

            b金額：認列核定金額，不含自籌款，單位為萬元 

(三)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篇數 

年度 ISI、TSSCI 其他 合計 

99 年度 96 74 170 
100 年度 105 90 195 

99~100 年度之平均 100.5 82 182.5 
101 年度 111 81 192 
101 與 

99-100 平均比較 9.46% -1.23% 4.95% 

 

二、最近 2年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數量及經費統計 

年度 類別 
電腦週邊 電子化教學 

電腦 筆電 電子白板 投影機 布幕 多功能講桌 數位相機 攝影機

101 
數量 57 0 0 26 0 0 8 6 

金額 1,272,390 0 0 851,580 0 0 148,680 119,637

102 
數量 38 9 1 11 3 1 1 6 

金額 702,820 225,000 35,000 353,500 49,480 125,000 5,000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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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 3 年已建立之學校特色(列舉 3 項) 
(一) 建構「分組討論室」 

         100 年度為提供教師精進教學與學生討論學習空間，老人照顧管理系利用獎勵補助

款建構「分組討論室」，並作為個案教學情境教室的衛星分組空間。自 101 年至今，陸續

用於專題製作、老人諮商與輔導、生命關懷與社會服務、老人心理衛生議題等課程。並分

別參加由「台灣新高齡社區健康發展學會」辦理「2012 年台灣社區高齡活動設計與實作

競賽」，榮獲優等獎，且參加「2012 年機構與社區高齡學習方案學術研討會」活動發表。

另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影響加護病房老年病患譫妄發作之因素探討」投稿 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s 2 3rd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search Congress 澳洲國際學術研討會榮獲海報

發表，以及指導學生參加「2012 年兩岸健康產業管理創新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及「玉山

醫務暨健康管理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榮獲論文海報發表-社會及研究生「醫療品

質第二組」佳作。另榮獲「2013 年第二屆全國大學老人福祉科技產品/服務創意設計競賽」

最高榮譽金牌獎及產業應用特別獎之殊榮。 
 
(二)建構以學生為導向之「臨床技能暨客觀結構式臨床技能評估(OSCE)學習中心」 
        為創造本校未來競爭優勢，強化護理專業教學與評值特色，護理系配合本校之願景， 
    規劃建立國家級標準的「客觀結構式臨床技能評估(OSCE)」中心。於 101 年度以獎勵補

助款建置各專業課程，在技術教學與演練上所需之臨床模擬情境中用物與模型、增設簡易

式 OSCE 考試會場及全面改良、採行以門禁感應卡管理各實驗室門戶等，有效整合管理

環境資源，增進空間與教具模型多元運用之機會與便利性，以提昇學習者各項臨床技巧及

照顧病人的能力。 
        自 101 學年度起護理系(科)已運用臨床技能中心所建置高品質各項軟硬體，並將

OSCE 學習評量方式，運用在學生實習(臨床選習)前，學院部四技課程亦將基護、內外、

產兒之期末技術大考改採 OSCE 方式執行，了解學生的臨床能力，並做為課程修改及學

生補救教學之參考，其實施對象及情形如下 
對象 宣導學生 OSCE 評估 通過率 補考 臨床選習 

二技 
(1-6 班) 101/9/4~9/17 (285 位) 

102/3/15~3/16 95.1% (15 位) 
102/3/22 102/4/4/8~5/18 

四技 
(1-3 班) 101/9/4~9/17 (150 位) 

102/1/18 93.3% (10 位) 
102/1/24 102/2/25~4/6 

五專 
(1-10 班) 101/8~ 

(500 位) 
101/10/26 (191)位 
101/12/7 (103 位) 

86.4% 
75.7% 

(26 位) 
(25 位) 

101/9/10~10/26 
101/11/12~12/22 

101/12/10~102/2/1 

        本校護理系將持續運用臨床技能中心所建置高品質各項軟硬體，並落實 OSCE 學習

評量方式。臨床技能中心透過整合各科通用臨床教學器材，以標準化模擬實作及多媒體教

材輔助，提供臨床技能訓練之用；鼓勵學生主動學習與模擬操作，在實際接觸病人之前先

有機會練習各種臨床技術，培養臨床各項能力，以減少未來醫療失誤之發生機率，進而提

昇醫療品質。期望培育具護理知能、人文素養及專業照護品質與服務之優良健康照護就業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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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多功能營養學實驗室」 
        配合目前時代潮流及本校保健營養系的特色，100 年度以獎勵補助款將既有的營養學

實驗室重新建置，並升級為多功能性的營養學實驗教室。同時以專業衛生標準操作程序

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的標準化制度來建構。 
因著執行本計畫，也逐步達到保健營養系在精進教學品質提升學習成效之目標，學

生在專業證照及競賽都有不錯的佳績。在證照方面，自101年5月計有36位學生參加「食

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基礎訓練課程」，通過率達100%；6-8月則有15位學生參加

「烘焙蛋糕丙級技術士」執照，通過率亦達100%，接續於101學年亦有11位同學陸續報考

「烘焙蛋糕丙級技術士」及「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通過率則達91%。另在專業競賽部分，

100學年度舉辦「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健康餐飲實務暨創意能力競賽」並獲得包括「餐飲

知識大挑戰」第一名及第二名，以及「點心之美味製作」佳作。於101學年度參加「2013
第三屆金門石蚵創意料理全國大賽」以「聞香下馬照過來隊」之隊呼，設計健康養身之

作品包括石蚵簪、薑蔥石蚵捲、紅油石蚵餃等，並獲得入圍獎之佳績，獲得媒體報導，

以及組隊參與「2013年餐飲技能全國公開賽」，報名「果雕組別」獲得第三、第四名及

優選之肯定。而於102學年度之初，邱麗玲老師亦率隊至馬來西亞參加第九屆國際美食

養生大賽(南洋盃)，學生方面則獲得了包括素齋養生項目靜態展冠軍、冷拼項目冠軍、

麵點項目冠軍、熱菜項目冠軍、五色養生項目冠軍，教師方面則獲得了素齋養生項目團

體靜態展冠軍、高教組個人動態展三項全能冠軍、及大會美食養生藝術之星。 
 
伍、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預期實施成效（請詳填附表一至十） 
（一）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三）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四）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五）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六）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七）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八）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九）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秉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之精神，及本校中長程發展，依據本校經費核配與規

劃作業之機制，預期在精進教學品質，提昇學習成效方面，學生六大能力(服務、語文、實務、

求職、創造、競爭)藉由競賽參與率、服務學習活動參與率、實習通過率、證照取得率、專題

製作參與率，將逐年提升；透過融入情境教學課程及圖儀設備的購置，將使教學更多元化。

在促進產學合作，強化實務研究方面，教師參與產學合作計畫、期刊論文發表及專利件數年

成長均達 20%。另透過社團設備的增購與與活動的展演，將使學生加入社團的比例提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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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20 餘年來培育超過 3 萬 5 千名健康照護產業優質的人力，辦學深獲社會肯定與支持， 
 99-101 學年度教育部核定總量招生名額平均註冊率高達 96%以上，畢業生就業率達 90%、雇 
 主滿意度達 80%。此佳績為師生共同努力之成果，相信以本校勤勞樸實創校精神及務實踏實 

 的辦學態度，配合教育獎勵補助款資金的挹注，將可以壯實本校的競爭力為國家培育實用的 

 專業人才，並持續「辦學最優、就業最強、企業最愛」等社會對本校辦學之肯定，逐步朝「典 

 範科技大學」邁進。 

 

陸、檢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乙份 

※有關獎勵補助經費之申請、核銷及其他應行注意事項，請依「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等規定辦理。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金額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勵款(2) 總預算(3)=(1)+(2) 
自籌款(4) 

（獎勵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5,057,394 $34,211,402 $49,268,796 $7,390,320 $56,659,116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68%）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32%） 

金額 $ 10,540,176 $ 23,947,981 $5,009,774 $4,517,218 $10,263,421 $2,380,546
合計 $39,497,931 $17,161,185 
占總經

費比例 69.71% 30.29%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勵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行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流用

5%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更

經常門及資本門比例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列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行政院

主計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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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項 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

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

上【不含自籌款金額】） 
$26,087,157 75.64% $5,009,774  100﹪ 

另填

寫附

表四

二、圖書館自動化及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應達資本門

經費 10%【不含自

籌款金額】） 

圖書館自動化

設備 $1,295,000 3.75% $0  0% 另填

寫附

表

五、六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4,910,000 14.24% $0  0% 

小計 $6,205,000 17.99% 0  0﹪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自籌

款金額】） 
$2,196,000 6.37% $0  $0 

另填

寫附

表七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

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理、

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綠化

等相關設施） 
$0 0% $0 0%  

總 計 $34,488,157  100﹪ $5,009,774  100﹪  

註三：本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

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

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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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註五）�

項 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以上

【不含自籌款金

額】） 

編纂教材 $500,000 3.38%   
製作教具 $125,000 0.85%   
改進教學 $2,131,000 14.42%   
研究 $2,058,500 13.93%   
研習 $2,670,916 18.07% $200,000 8.40%  
進修 $200,000 8.40% （註六）

著作 $4,725,000 31.97%   
升等送審 $463,550 3.13%   
小計 $12,673,966 85.75% $400,000 16.80%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 相 關 工 作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150,000 1.02%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450,000 3.04% $37,000 1.55%  

小計 $600,000 4.06% $37,000 1.55%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不含自籌款金額】） 
$50,000 0.34% $150,000 6.3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0 0% $1,266,620 53.21%

另填寫附

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1,456,673 9.85% $526,926 22.14% （註七）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料庫訂閱費 $0 0% $0 0% （註八）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1,456,673 9.85% $526,926 22.14%  

總 計 $14,780,639 100% $2,380,546 100.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六：護理高階師資不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

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立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領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

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八：授權年限 2 年以內之「電子資料庫訂閱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應占經常

門獎勵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九：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

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例。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勵補助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之鐘點費（僅限獎勵補助款，不含自籌款）。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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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01 
特 1-1 

學生學習成

就資料同步

系統 

1.系統功能:1-1 設置與本校學習歷程與學習地圖相關系統之中繼

資料同步機制，將已存在校務各項系統之課程資料、課表資料、

修課資料、開課資料等，透過本系統之中繼資料庫資訊整合自

動同步，確保資料正確性，節省各項文件資料彙整時間。1-2.
可加快歷程暨課程地圖平台推廣效率。1-3.透過系統整合學生各

項學籍資料，學生可快速檢視個人各項學籍項目，且資料定時

定期進行同步，無須重複建置，減輕學生壓力，進而提升學生

使用率。 
2.各項系統資料同步串接: 2-1 與校務資訊系統及現行課程地圖暨

學生歷程系統資料庫進行資訊整合，達成系統建置目的：2-2 為

建立完整資料庫，本系統應建立學生個人帳號資料、歷程資料、

課程資料、開課資料、課表資料及修課資料等之課項資料及聯

結。 
3.學生學習成就資料同步系統其他規格說明:3-1 平台需能提供給

各系所之獨立管理權限，使各系所能自行建立能力指標、課程、

職涯進路等課表資料供學生前台瀏覽。3-2 平台需能提供嚴謹之

權限區別，能保證各系所建置的資料將不被他系誤改、刪除。

3-3 平台最高權限管理者需可協助各系管理者建立通用的一般

能力指標、專業能力指標供各系引用，各系所管理者可免去重

複建置的工作。3-4 各系所管理者不需每學年重複登打相似開課

記錄、代表性職業、推薦進路課表。可透過複製功能，選擇複

製的學年別。3-5 各系所管理平台需提供各種匯入工具(至少需

有開課記錄匯入、修課紀錄、能力指標匯入、職業匯入、課程

匯入等項目)方便各系管理者建置資料。 
4.廠商於本系統製作與開發前，應先與本校確認上列規格規範與

符合本校需求，商議各項細節、議定後再行製作、開發。 

1 式 600,000 600,000
特色計畫-學習

成就驗證與提

昇計畫 
教務處 

1-1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及

附錄1-1-教務

處-附件1/ 
P.1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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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02 
特 1-2 

學習能力與

學習成就查

詢系統 

1.效益:1-1 為使學生通識選課方式及課規呈現更符合本校現況及使用需

求，建立學習能力與學習成就查詢系統，以提供明確資訊供學生選課使

用。1-2 針對有興趣發展之職業及能力，進行個人修業課程規劃。 
2.系統資料庫整合:2-1 平台需與本校現行課程地圖系統資料庫進行整

合，使各系管理者建立之各種課程進路、能力指標、職業、開課記錄等

相關資訊都能在所屬的各系網站供瀏覽者查詢。 
3.課程查詢功能:3-1 學生需可查詢所屬系所課表，可依據學年度、學期

別、課程名稱關鍵字進行查詢，查詢結果畫面需為課表形式，提供查詢

者對於大一~大四各學期需修習課程一目了然。同時系統可呈現各課程

的詳細內容、對應的能力指標、級數及其開課記錄。3-2 學生可於平台

上查詢全校開課課程，並了解相關課程資訊(包含課程能力指標、學分…
等)以利學生規劃修課安排。3-3 各系所管理者可於後台登錄各系每學年

的本位課程。本位課程詳細資訊需包含代碼、名稱、開課學年/學期、

學分數、課程大綱、講師、課程配對之一般/專業能力、課程配對之代

表性職稱等欄位。3-4 瀏覽者需可查看各系課程、可依據學制、系所、

學年度、學期別、系所組別、進行課程查詢。查詢結果提供友善列印之

服務。 
4.通識課程查詢功能:4-1 系統需可依本校現行規定建置「通識選修科目

表」。4-2 瀏覽者需可查看本校通識選修科目表，且此科目表無需輸入

篩選條件即可查閱，並該科目表不呈現年級與學期。 
5.能力配分及查詢功能:5-1 瀏覽者需可勾選欲培養之能力項目，依學年度

與學制查詢，培養該能力應修得之推薦課程，同時了解該課程的詳細內

容、對應的能力指標、級數相關數據及其開課記錄。5-2 系統需可依本

校能力指標，設定不同學年度設定不同能力配分機制。 
6.成績查詢功能:6-1 系統需可提供學生查詢個人修課狀況，即時瀏覽已取

得之修課成績及能力取得狀況。 
7.上述各項功能與系統設計參考型號如黑快馬課程地圖系統或同等品。

1 式 900,000 900,000
特色計畫-學習

成就驗證與提

昇計畫 
教務處 

1-1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及

附錄1-1-教務

處-附件1/ 
P.11/264 

 

A003 
特 1-3 

學習成就導

師輔導系統

1.效益:建立導師輔導功能，建構導師與學生之關聯性，提供導師

於登入後，可查看個人所帶領學生之已取得修課及能力資訊。

2.功能:2-1 平台需與現行課程地圖系統進行資料整合，並建立導

師輔導功能，建構導師與學生之關聯性。2-2 本系統需整合學習

成就同步系統資料，提供教師帳號、及師生關聯性同步機制，

將班級概念導入至課程地圖平台，以利各班導師可針對學生修

業狀況進行瞭解。2-3 提供導師於登入後，可提供查詢學生個人

修課狀況，即時瀏覽已取得之修課成績，及能力取得狀況。2-4
平台需整合學習能力與學習成就查詢系統，學生能力取得狀況

之相關數據分析圖表，需以雷達圖顯示所獲得能力。 

1 式 900,000 900,000
特色計畫-學習

成就驗證與提

昇計畫 
教務處 

1-1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及

附錄1-1-教務

處-附件1/ 
P.1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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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04 
特 1-4 

長庚六藝成

就分析與提

醒系統 

1.分析功能:提供參與競賽、專題製作、專業證照、業界實習、英

文檢定、服務學習長庚六藝項目之目標值及已達成值的長條圖

分析。 
2.系統需與現行課程地圖暨學生歷程平台進行資訊整合，無須登

打既有已存在之學生歷程資料: 2-1 系統需與現行學生歷程平台

之參與競賽、專題製作、專業證照、業界實習、英文檢定、服

務學習等長庚六藝項目，提供相關數據資料同步機制，提供分

析及提醒功能。2-2 長庚六藝項目之目標值，及已達成值相關數

據，需使用長條圖分析圖呈現。2-3 本系統需整合學習成就同步

系統資料，提供教師帳號、及師生關聯性同步機制，將班級概

念導入至歷程平台，以利各班導師可針對學生修業狀況進行瞭

解。2-4 本系統需可提供導師單一入口查詢學生修業狀況之功

能，將所屬學生六藝項目達成率相關資訊整合至本校現行課程

地圖系統，以利即時瞭解學生狀況、並督促相關畢業目標取得。

3.提醒功能: 3-1 系統需提示學生目前已取得之長庚六藝項目達成

狀況說明。3-2 於前台提供長庚六藝項目達成狀況提醒功能，並

可由導師另外手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學生六藝項目達成狀

況、與系目標值之差異說明。 
4.學生個人六藝項目達成狀況頁面，需提供分享至 FB 之功能。

1 式 800,000 800,000
特色計畫-學習

成就驗證與提

昇計畫 
教務處 

1-1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及

附錄1-1-教務

處-附件1/ 
P.11/264 

 

A005 
特 1-5 

學生證照統

計分析系統

1.功能: 1-1 系統需與現行學生歷程平台進行資訊整合，並提供統

計學生證照取得率功能。1-2 學生證照統計功能，必須提供證照

類別進行查詢篩選。1-3 統計功能需可分析學生各分類證照取得

狀況。1-4 統計功能需可提供學生證照取得率之相關數據及報表

產出。1-5 系統需與現行學生歷程平台進行資訊整合，並將原有

學生證照項目進行調整 1-6 原學生證照項目中之發照單位，需可

提供下拉式選單方式供使用者選取。1-7 學生證照認證功能中，

於認證未通過之情況，可由管理者勾選未認證通過之原因，並

提供「其他」項目供管理者自行輸入文字。 
2.上述各項功能與設計參考型號如黑快馬學生歷程系統或同等

品。 

1 式 600,000 600,000
特色計畫-學習

成就驗證與提

昇計畫 
教務處 

1-1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及

附錄1-1-教務

處-附件1/ 
P.1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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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06 
特 1-6 

學習成就告

知系統 

1.功能: 1-1 該系統提示目前已取得之課程能力值、與系平均及系

目標值之差異說明。1-2 可加快歷程暨課程地圖平台推廣效率。

1-3 於前台提供修課能力提醒功能，可由導師手動發送電子郵

件，通知學生已取得之課程能力值與系平均及系目標值之差異

說明。 
2.學習能力整合功能: 該系統將修課能力雷達圖提供學生查看學

習經歷。 
3.經由修課能力雷達圖瞭解目前已修得之課程能力。 
4.平台需與現行課程地圖系統資料庫進行整合，並依系統現行資

料提供學習成就提醒通知功能: 4-1 系統需可提示學生目前已取

得之課程能力值、與系平均及系目標值之差異說明。4-2 本系統

需結合學習成就導師輔導系統，透過班級概念使各導師可針對

學生修業狀況進行瞭解。4-3 系統需提供修課能力提醒功能，並

可由導師另外手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學生已取得之課程能力

值與系平均及系目標值之差異說明。 
5.平台需與現行課程地圖系統暨學生歷程系統資料庫進行整合，

提供學習能力整合功能: 5-1 系統需將修課能力雷達圖整合於歷

程平台，提供學生於歷程平台查看課程學習經歷。5-2 需可經由

修課能力雷達圖瞭解目前已修得之課程能力。 

1 式 600,000 600,000
特色計畫-學習

成就驗證與提

昇計畫 
教務處 

1-1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及

附錄1-1-教務

處-附件1/ 
P.11/264 

 

A007 
特 1-7 

學習成就人

性化搜集與

顯示系統 

1.功能: 1-1 平台需與現行歷程平台系統資料庫進行整合，並增修

學習成就項目。1-2 除現行歷程項目外，須新增學生課外活動、

社群資訊等項目資料。1-3 系統需可與本校學生學習歷程新增之

活動項目，學生社團活動相關項目，內含籌畫並辦理活動、活動

當日擔任工作、參加校外比賽或表演、參加校內比賽及社團交流

表演、參加社團與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2.視覺版面設計: 2-1 針對現行歷程平台之各項學習成就之取得狀

況、統計結果與提醒訊息功能，以及本校學習歷程與學習地圖相

關系統之版面，提供視覺設計。2-2 界面設計須人性化、活潑化。

1 式 600,000 600,000
特色計畫-學習

成就驗證與提

昇計畫 
教務處 

1-1培養學生

六大能力及

附錄1-1-教務

處-附件1/ 
P.11/264 

 

A008 
特 2-1 視訊系統組 詳如以下 4 項 1 套 4,240,000 4,240,000

特色計畫-健康

照護雲端教育

網絡系統建置

計畫 

護理學院 

1-2-G-護理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1/270 

變更規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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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數位錄影主機 
1. 可同時支援二路HDMI 1080P採集 
2. 支援二路麥克風直接輸入或音源輸入 
3. 支援HDMI或VGA同步輸出顯示 
4.支援全 Giga 網路設備 
5.可搭配遙控器操作顯示、錄影等設定 
6.內建無線聲音接收模組 
7.支援網路登錄帳號密碼管理 
8.可在線進行手動導播，可依據場景自動調整最佳錄影效果 
9.支援 eSATA 外接硬碟介面(最高 3TB) 
10.支援 MPEG TS A/V 輸出錄影 
11.支援 AVI/MP4 影像匯出格式 
12.具備自動錄播功能 
13.可依需要選擇單流或多流錄製儲存 
14.支援調閱即時錄影主機之錄影影像  
15.快速備份設定  
16.支持預設點設定，並包含鏡頭縮放動作 
17.周邊與線材：      
  (1)VGA 訊號分接器 
  (2)藍芽延長式天線/傳輸線：SMA 接頭，5 公尺(含)以上 
  (3)Hub/Switch：5 個連接埠，支援 Gigabit 
  (4)音源分接器：一進二出 
  (5)外接式 3.5 吋 7200 轉 Esata 硬碟 2TB 容量    
  (6)影像線；網路線材：cat6；聲音線 
  (7)VGA 延長線；IR 紅外線接收延長線 
  (8)USB 延長線 

5 台 520,000 2,60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數位網路攝影機 
含安裝支架 
1. 影像規格: NTSC/PAL selectable 
2. 最高畫素：1920(H) x 1080(V) (含)以上 
3. 鏡頭規格: 18x optical zoom, Auto Focus 
4.鏡頭視角：3.3 度 to 61.5 度   
5.自動白平衡：Auto/ATW/Manual 
6.影像壓縮方式：H.264/MJPEG 
7.影像串流：雙流 

15 組 54,000 81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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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自動追蹤系統 
1. 旋轉功能參數：水平約355度、垂直約70度 
2. 追蹤距離10公尺(含)以上 
3. 手動控制方式：RS-485 搖桿控制 
4.設定功能： 
  (1)手動/自動追蹤切換 
  (2)水平/垂直啟動控制 
  (3)追蹤敏感度調整 
  (4)初始偏移位置設定 
  (5)可設定 15 個預設位置; 3 條巡邏路徑 
  (6)一組登入使用者帳密管理 
5.定位器功能 
6.無線收音有效範圍：10 公尺 (含)以上 

10 台 78,000 78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指向型麥克風 
1.類型:電容式; 指向性:強指向 
2.頻率響應:30-16000Hz; 靈敏度：-33dBv/pa(22.4mv/pa) 
3.含壁固定架 
系統整合 
1. 須將上述4項設備整合得以進行影音編碼與解碼、多訊源分割顯示及錄

影 
2.需林口校本部和嘉義分部之設備透過遠距教學系統主機進行連結 
保固五年 

5 組 10,000 5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A009 
特 2-2 

跨校區遠距

教學系統 

跨校區遠距教學系統 
1.軟體功能-課程發佈 
 長庚科技大學校園專屬發佈平台 
2. 軟體功能-課程與系統管理 
3.系統主機： 
  (1)參考型號：AREC EM-1300 或同等品 
  (2)處理器：參考型號 Intel E5-Series 或同等品 
  (3)內存規格：32GB(含)以上 
  (4)儲存空間：1TB 3.5 吋硬碟，Max 4TB，SATA (7.2K)  
4.視訊處理功能： 
  (1)影像解析度：1920x1080 High Profile 
  (2)最大錄影儲存容量：約 500 小時 
系統整合 
林口校本部和嘉義分部之設備透過遠程教學系統主機進行連結 
保固五年 

2 組 1,380,000 2,760,000

特色計畫-健康

照護雲端教育

網絡系統建置

計畫 

護理學院 

1-2-G-護理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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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10 
特 3-1 

多點觸控智

慧平臺組 詳如以下 2 項 1 式 2,940,000 2,940,0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

務處-102 學

年度-2 及其

附件 1/ 
P.78/282 

 

  

多點觸控智慧平臺 
硬體規格： 
(1) 詳細規格尺寸參考附圖 001。  
(2) 顯示螢幕：參考型號 SMART Table 442i 42 吋 1080p 高畫質液晶螢幕（含以上）

或同等品，表面防刮損、易於清潔。 
(3) 觸控技術：參考型號 SMART DViT（數位圖像觸控）專利技術或同等品，支

援多達 40 點以上（含）同時觸控與簡單直觀的觸控手勢，如旋轉和縮放。 
(4) 系統整合：內建電腦、喇叭與四個（含以上）耳機插孔。 
(5) 外接設備：支援多媒體 USB 裝置，如隨身碟、滑鼠等。 
(6) 內建 Wi-Fi：透過 Wi-Fi 無線網路可連接網路資源。 
軟體規格： 
(1) 互動協作：參考型號 SMART Table 442i 多點觸控智慧平臺或同等品。 
(2) 自動更新：提供軟體和工具自動升級提醒設置，透過網路可進行線上即時更新

功能：參考型號 SMART Table 442i 或同等品軟體功能：  
(1) 選擇題：學生可將答案拖放至中間的圖像處回答問題。 
(2) 熱點配對：學生透過觀察將標籤拖移至圖片上正確的位置。 
(3) 繪畫：學生選擇顏色及效果，然後即可用手指作畫。 
(4) 媒體：允許學生拖放照片及影片並調整其大小。 
(5) 基礎算數：學生透過合作共同解決數學問題。 
(6) 算數應用：學生透過圖片的觀察進行數學解題。 
(7) 智力題：學生透過合作共同完成拼圖遊戲。 
(8) 分類題：學生透過拖移圖片到各群組進行分類的動作。 
(9) 底牌搜尋：學生透過條件判斷，縮小搜尋範圍直到找到正解。 
(10)SMART Notebook 模式：匯入已編輯好的 Notebook 檔案進行活動。 
(11)即時啟動：教師只需啟動多點觸控智慧平臺，學生可以馬上使用已經準備好的

活動項目，操作簡單、便捷。 
(12)SMART Exchange 網站提供數百個可以直接 SMART Table 多點觸控智慧平臺

進行的互動活動檔案，另有數萬筆可用圖庫資源，方便您自行設計學習活動。 
(13)SMART Exchange 網站上的教材檔案資源可協助教師完成數位化教材，連結成

豐富教材檔案。 
(14)教材檔案：提供老師教材編輯及檔案上傳功能，方便快速建立教材。透過教材

資料庫集中管理的模式，不同領域的教學資源也能在各校園中相互流通，達到資

源共用、團隊協作的最佳成效，提升教師教學資源分享運作效能。教材檔案可儲

存為 table content 格式，並重覆修改、編輯與使用。 
(15)SMART Exchange 網站可連結其他語系國家的資源，如加拿大、美國等地區，

透過連結檔案教材也可在各國家相互流通、交流，達到教學分享的最大值。 

8 組 360,000 2,88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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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軟體廣播教學管理系統功能 
參考軟體規格 Smart Sync 或同等品： 
1. 查看螢幕：從老師桌面查看所有學生螢幕畫面。 
2. 瀏覽縮圖：對學生桌面縮圖進行分組、調整大小和排列操作。

3. 控制上網：封阻上網或者允許瀏覽選定的網站。 
4. 封阻應用程式：阻止學生使用遊戲、即時通訊或其他程式。 
5. 控制電腦：實現對電腦的遠端控制，從而能夠指導學生完成作

業。 
6. 組織學生：對學生隨機分組並且讓他自利用自己的電腦共同完

成作業 
7. 建立分組討論：在小組或全班之間建立有控制的討論環境。 
8. 播送螢幕：透過與全班共用老師端的螢幕或者學生的螢幕來講

解某個概念。 
9. 遠端啟動：開啟和關閉每個學生螢幕中的網頁或應用程式。 
10. 傳輸檔案：無需離開老師端的電腦即可向學生發送檔案或者

接收作業 
11. 管理電腦：只需單擊滑鼠即可關閉、切換或重新啟動所有電腦。

12. 無線連接：在無線網路中執行軟體。 
13. 連接到行動裝置：可在教室網路中的添加筆記型電腦、平板

電腦等設備上使用。 

1 套 60,000 6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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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11 
特 3-2 

超短焦手寫

互動式投影

機 

硬體規格： 
1.解析度： WXGA（1280 × 800）以上（含），HD ready 或同等品。 
2.亮度：2500 流明（含以上）。 
3.對比度：約 3400:1（含以上）。 
4.投影尺寸：約 67~100 吋（含以上）。 
5.投射比：約 0.36:1。 
6.聲音：內建二個 10W 以上（含）喇叭。 
7.觸控技術：紅外線模組光學觸控，可手指觸控投影畫面來操作電腦。 
8.相容系統：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Mac 作業系

統。 
9.本案投影機需與本校影音設備組相連結，得標廠商需負責整合。 
軟體規格：參考型號 SMART Notebook 11 電子白板軟體或同等品： 
1.觸控功能：使用手指或觸控筆在電子白板表層。 
2.書寫功能：使用手指或是觸控筆可在電子白板上畫記、寫字或是繪圖。 
3.浮動工具列：可在各種應用程式上使用電子白板功能，也可自訂浮動工具列常用

功能按鈕。 
4.虛擬板擦可以擦拭電子白板上的顏色標記。 
5.數位式筆記本：所有資料可以儲存(儲存格式：圖檔、網頁、PDF 等)列印或是

E-mail 記錄、圖表等文件，可當作是一個教育平台軟體，可以在這平台上加上

Flash、MP3、影片、圖庫等。 
6.手寫辨識系統：針對中文、英文等多種語系及圖形的書寫進行辨識，不需事先校

正任何軟體系統。 
7.可結合 Office 軟體，如 Word、Excel、PowerPoint 及手寫編輯辨識功能，儲存成

Office 檔案格式。 
8.數位式記錄功能：軟體可以記錄白板上發生任何事情，包含記錄、圖表、聲音等

影音存檔。 
9.螢幕鍵盤功能：在白板上顯示鍵盤，可立即進行輸入文字、符號、數字等功能。

10.軟體工具列：筆的線條需可調整粗細與色彩、提供畫重點記號功能

(Highlighter)、板擦功能、清除螢幕功能、前一頁與下一頁功能、畫面擷取功能。

11.電子教具：軟體支援教學工具如電子直尺、量角器、圓規、骰子、計算機、分

數板、計時器等功能。 
12.物件編輯：支援物件放大與縮小、旋轉、翻轉、群組、鎖定、動畫設定(淡入/
淡出、飛入/飛出、或旋轉等動畫效果)、超連結設定等功能。 
13.表格工具：將文字、圖像和物件插入或拖放到任意儲存格中，透過添加或刪除

儲存格創建不對稱表格，可增加表格遮蔽效果。 
14.教學演示工具：軟體支援教學工具如遮罩、放大鏡及聚光燈等功能。 
15.提供分類資源庫：內建 7000 筆資源庫，如圖片、聲音、Flash、背景、影片的

管理，使用者可視需求新增或修改。 

4 組 88,000 352,0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

務處-102 學

年度-2 及其

附件 1/ 
P.7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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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12 
特 3-3 投影機 

主機 
1.真實解析度：WXGA1280x800（可支援 WUXGA 1920x1200）含

以上。 
2.鏡頭：2 倍光學縮放（含以上），電動 Zoom 及 Focus 調整。 
3.鏡頭位移：垂直約 60%及水平約 20%電動式調整，內建記憶功

能。 
4.亮度：5500Ansi 流明以上（含）。 
5.對比：3000:1 以上（含）。 
6.梯形修正（自動）：±35°垂直梯形修正／水平梯形修正。 
7.喇叭：8Wx2 以上（含）。 
8.濾網：高效能濾網，壽命達 20000 小時以上（含）。 
9.投影方式：前投、後投、懸掛及 360°裝設皆可適用。 
10.畫面輸出：參考型號 RGB:D-sub15pin x 1 或同等品。 
11.音效訊號輸入：參考型號 3.5mm Stereo x 2、RCA jack x 2 (L/R)
或同等品。 
12.音效訊號輸出：參考型號 RCA jack x 2 (L/R)或同等品。 
13.控制介面：參考型號 RS232(9-pin D-sub) x 1 或同等品。 
14.USB：USB Type A x 2（隨身碟或無線網路）以上（含）。 
USB Type B x 1（USB display 或滑鼠 USB）以上（含）。 
15.區域網路：參考型號 RJ-45 x 1 或同等品。 
16.遙控介面：遙控接收器 x 2(前/後)，機身配置 LED 狀態監看螢

幕。 
17.安全規格：需符合商檢局標準。 
18.本案投影機需與本校影音設備組相連結，得標廠商需負責整

合。 
150 吋電動銀幕 
1.電源：110V,60HZ。 
2.幕面尺寸：8’x10’(150”對角線)。 
3.布幕材質：蓆白,具防霉防燄功能。 
4.馬達：軸心式管狀馬達。 

1 式 235,000 235,0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

務處-102 學

年度-2 及其

附件 1/ 
P.78/282 

 

A013 
特 3-4 音響設備組 詳如以下 6 項 1 式 288,000 288,0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

務處-102 學

年度-2 及其

附件 1/ 
P.7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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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電腦訊號矩陣選擇器 
參考型號 ATEN VM0404 或同等品： 
1.連接任何 4 組（以上含）VGA 影音訊號輸出至任何 4 組（以上

含）VGA 影音顯示設備前面板按鍵。 
2.參考型號 RS-232 序列控制器或同等品。 
3.視訊解析度：1920 x 1440（以上含）；可支援

VGA,SVGA,XGA,SXGA,UXGA 和 WUXGA（1920 x 1200）。 
4.支援頻寬達 300MHz（以上含）。 
5.可透過 RS-232 選擇最佳的 EDID 設定。 
6.內建雙向 RS-232 序列連接埠。 

1 個 60,000 6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多媒體前級混音器 
參考型號 INUK IDO.8 或同等品： 
1.具 8 軌以上（含）輸入軌道、11 支以上（含）音量推桿、8 組以

上（含）XLR 麥克風輸入。 
2.內建數位 MP3 播放系統,播放狀況液晶顯示及輸入播放指示

LED。 
3.內建各式播放按鍵，具播放／暫停、停止、下一首、上一首等

功能。 
4.具 3 段（含以上）等化在每一輸入軌道，主輸出。 
5.具 2x7 段圖形等化調整（含以上）。 
6.具 2 種 MP3 播放介面（含以上），具 USB、SD 記憶卡等輸入介

面或其他型式。 
7.具 48 伏特幻通電源，每軌具增益調整，每軌具 PFL 預置監聽，

每軌信號／峰值指示燈。  
8.主輸出具 2 組平衡式 XLR 及 2 組 TRS，2 組輔助輸出（含以上），

具耳機及錄音輸出。 
9.雙 10 段輸出力度表，內建 16 組效果器（含以上），頻率響應

20Hz~20 KHz。 
10.MP3 增益範圍-50dB 到+20dB（USB 輸入），-50 到+0dB（SD
卡），最大輸入準位+36dBu（含以上）。 

1 組 57,000 57,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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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大功率後級擴大器 
參考型號 GLORIA EP5 或同等品： 
1.需具備電源開關及 2 組音量控制（範圍-75~0dB）（含以上），需

內建可重置型電路保險系統。 
2.輸入具備 2 組平衡式 XLR、2 組 TRS 及 2 組 RCA 端子，輸出具

2 組螺旋壓接及 2 組 Speakon（含以上）。 
3.具備 EMI 濾波、直流返潰保護及次聲波信號杜絕系統並提供可

變速溫控風扇（含以上）。 
4.面板俱備 2 組信號燈、2 組信號過載燈、2 組保護指示燈,電源指

示燈及橋接指示燈（含以上）。 
5.需具立體或橋接模式切換及 Ground／Lift 接地切換開關，並具

AC115／230 輸入電源切換開關。 
6.立體功率輸出模式 4Ω／1000 瓦 x2,8Ω／500 瓦 x2，橋接功率輸

出模式 8Ω／2000 瓦（含以上）。 
7.輸入靈敏度 0.7V，總諧波失真 0.02%，TIM100 失真 0.05%，直

流相抵電壓 3mV（含以下）。 
8.共模拒斥比-65dB，聲道分離度 65dB，最大電壓增益 35dB，最

大輸入電平 9.8V（含以上）。 
9.頻率響應 10Hz~50KHz，阻尼系數 250:1，噪訊比 105dB，迴轉

率 25V／μs （含以上）。 
10.具備軟性開機保護系統，需具備自動過載限幅系統。 
11.需提供符合台灣經濟部電磁波相容性測試合格證 CNS14408
（93 年以後最新法規認證安規認證）。 

1 組 36,000 36,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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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雙高音同軸全音域崁頂喇叭 
參考型號 INUK IWC-801 或同等品： 
(1) 可調整角度的 0.75 吋鈦金屬高音，低音 8 吋，二音路三單體

同軸嵌入式（含以上）。 
(2) 頻率響應 70Hz~19KHz（或更廣），高通濾波最低頻率 60Hz（含

以下）。 
(3) 全音輸入靈敏度 92dB（含以上），低音 90dB，高音 92dB（含

以上），需具備金屬保護網。 
(4) 粉紅噪音全音域功率 120 瓦，低音 100 瓦，高音 10 瓦+10 瓦

（含以上）。 
(5) 音樂功率 250 瓦，最大峯值功率 500 瓦（含以上），6mmABS
材質，輸入端子需為鍍金接頭。 
(6) 全音域最大音壓為 120dB，低音最大音壓 122dB，高音 118dB
（含以上）。 
(7) 擴散角度 2 組 90x90 度（水平 x 垂直），輸入阻抗低音需為 8
歐姆，高音 8/8 歐姆 
(8) 操作模式 4~16 歐姆,內建等化模式低音及高音皆可調+3dB，
Bypass，-3dB。 

8 只 10,000 8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雙頻無線麥克風收發器 
參考型號 MIPRO ACT-35 或同等品： 
接收機: 
1. 載波方式：UHF 480-934MHz。 
2. 接收方式：CPU 控制，自動選訊接收。 
3. 可選頻道數：112 個（含以上）。 
4. 震盪模式：PLL 電路，頻率穩定度≦±0.005%。 
5. 綜合 SN 比：＞106dB(A)。 
6. 綜合 T.H.D.：＜0.5% @1KHz。 
7. 綜合頻率響應：50Hz~18KHz。 
麥克風: 
1. 頻帶寬度：約 24MHz。 
2. 輸出功率：30mW。 
3. 諧波輻射：＜-55dBc。 
4. 輸入音壓：140dB SPL（含以上）。 

2 組 20,000 40,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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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電源時序控制器 
參考型號 GLORIA MS101 或同等品： 
1. 俱備順序啟動電源 8 段,插座數量 8 個（含以上），消散功率 1
瓦（含以下）。 
2. 每一段可單獨調整間隔時間 0~9 秒，最長可延遲 72 秒（含以

上）。 
3. 單迴路最大負載 10 安培,單機最大總負載共 55 安培（含以上）。

4. 具備即時性 3 位 LED 交流電壓數字顯示（含以上）及一組分段

時間專用秒數顯示 LED。 
5. 具備總電源開關及 8 組緊急啟動，自動模式及秒數”增”及”減”
按鍵各一組（含以上）。 
6. 具備 EMI，PFI 噪音濾波能力，噪音杜絕抑制可濾除 30dB 範圍

100KHz～30MHz。 
7. 儲存記憶最長 10 年，具 8 組電源啟動指示燈（含以上）。 
8. 具遠端控制介面 RCA 端子，可接受 AMX、CRESTRON 外部

控制。 

1 個 15,000 15,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A014 
特 3-5 

公用電腦使

用管理系統
詳如以下 3 項 3 套 237,000 711,0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

務處-102 學

年度-2 及其

附件 1/ 
P.7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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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公用電腦使用管理系統 
軟體功能： 
1.系所教職員及學生要使用開放式電腦時，需在入口處以教職員卡片或學生證卡在

讀卡機上刷卡認證後方能使用，需可限定或開放非系所人員不可使用。 
2.公用電腦在未刷卡使用時處於關機狀態，等待有人在入口處刷卡後再啟動電腦，

一個使用者同一時間只能登入一台電腦，不可重複登入使用，電腦被登入使用後，

其他人不可再點選登入。 
3.使用者如果要暫時離開，只要按下快捷鍵即可暫時將畫面鎖定，待使用者回來後

再輸入密碼即可繼續使用。 
4.管理者可以在管理平台上可設定公用電腦每個使用者登入後最長可使用時間，當

使用者使用時間已達到可使用時間前 3 分鐘(提示時間可由管理者設定)，系統會有

跑馬燈提示使用者，計時時間一到，則公用電腦將強制關閉所有應用程式並鎖住

電腦，不讓使用者繼續使用，如果要使用，則使用者必須再到入口處重新點選電

腦及刷卡後方可使用。 
5.管理者可以在管理平台上設定公用電腦鎖定待機時間，待機時間內如未有其他使

用者刷卡登入，則待機時間到之後系統關閉螢幕或關機，有效達到節能減碳的效

益。 
6.公用電腦如被使用者強制拔除網路線，則系統偵測無網路狀態時，則公共電腦會

鎖定不讓使用者繼續使用。 
7.管理者可以在管理平台上設定某些使用者 ID 在某些時段不能登入使用，登入刷

卡時會顯示目前停權中，如有問題，請洽電腦管理者。 
8.系統記錄所有電腦使用記錄，並提供相關報表，供日後查詢，例如某日某學號某

時段使用某電腦之 IP。 
9.提供即時電腦使用狀態現場圖(每分鐘更新一次)，管理人員可透過瀏覽器觀看結

合學員資料庫，每日自動更新學生資料。 
10.管理者可在遠端設定多部電腦同時立即開機、關機、開台、鎖台，方便管理。

11.管理人員可在客端電腦輸入指定之帳號及密碼，即可解鎖，方便維護。 
12.管理者可以依教室位置圖自行替換圖片及電腦位置圖，並可使用 50 台公共電腦

管理數量。 
13.使用者登入後，公用電腦使用者無法以 Windows 預設之快速鍵進行操作，如

Alt+Ctrl+Delete、Windows 快速鍵、Alt+Tab 鍵等解除操作。 
14.使用者螢幕上方會顯示使用倒數計時時間，方便使用者了解並提早作資料儲

存，使用者離開時如未在控制器作登入刷卡，系統在判斷無人使用狀態下，會將

使用者登出，讓下一使用者可以使用。 
15.管理者可透過瀏覽器查看公共電腦使用者登入登出時間以及每一台電腦使用

率。 
16.怠機即將逾時前三分鐘，自動在最前端之視窗抬頭處，顯示警告訊息 (例如：

您久未操作畫面，請移動滑鼠，否則系統將在 60 秒後登出)。 
17.WEB 系統須採用 Microsoft .NET 開發及使用 Microsoft SQL 資料庫系統，選位

主控台系統採採用 Microsoft .Net 2.0 平台及.Net Framework2.0，使用

VisualStudio.Net 作為主要的開發工具，結合 VB.Net 與 ASP.Net 語言實現系統的開

發。 

3 組 193,500 580,5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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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18.選位讀卡機需具備採用 USB 界面及 13.56MHz 的頻率來讀寫感應式晶片、通過

全面的測試，支持市場上通用的符合 ISO14443 A/B 標準及 Mifare 的智慧卡，並支

援讀取悠遊卡；也可支援紅外線條碼讀取器。 
單一帳號登入選位機制： 
全校師生只要使用手上的教職員證或學生證即可刷卡選位使用，不用再另行製作

卡片及建立帳號，帳號資料由校方提供由得標廠商匯入，或由校方提供連接資料

庫直接定期匯入。 
多種選位管制功能： 
管理者可以針對每間電腦教室使用管理設定使用者使用時間限制、待機時間、自

動關機時間等管理設定。 
使用紀錄查詢功能： 
管理者可依教室別、電腦別、學號、卡號等條件查詢登入使用紀錄。 
圖形介面繪制功能： 
可依現地桌椅形狀，擺放位置繪平面圖以利管理者識別各台檢索機位置，得標廠

商需提供首次安裝地點平面圖繪製。 
軟體授權數量： 

 管理軟體主控及副控各一，CLIENT 使用授權數３０U。 
 管理軟體可分別安裝於二台主機上，以達備援機制，亦可安裝於同一台主機裡

 主控端功能： 
1.管理電腦教室主控、副控帳號密碼，2.管理電腦教室圖形資料，3.查看所有電腦

教室使用狀況，4.卡片資料與帳號的管理，5.可查詢教室/單一電腦/學號使用紀錄

也可以使用匯入方式處理。 
 副控端功能： 

1.管理全部或單一電腦鎖定、關機、維修、待機警告、特定學號開頭登入、教室關

閉設定，2.全部電腦快速關機，3.查看所有電腦使用狀況，4.卡片資料與帳號的管

理也可以使用匯入方式處理。 
SERVER：參考型號微軟 SERVER 2012 + 5U LICENSE 或同等品。 
資料庫：參考型號微軟 SQL 2012 + 5U LICENSE 或同等品。 
RFID 讀卡機： 
13.56 MHz，標準特性 I：USB 12 Mbps（含以上）／支持 USB 熱插拔／雙色 LED
狀態指示燈／內建天線／NFC 讀寫器: 符合 ISO/IEC18092 (NFC) 標準／支援 
ISO 14443 Type A and Type B 卡片／支援 MIFARE Classics 卡片和 DESFire 卡
片，標準特性 II：符合 PCSC 及 CCID 標準／通過 CE 和 FCC 認證／通過 RoHS 
認證／用戶可控蜂嗚器／SAM 槽，尺寸：約 98 mm(長)x 約 65mm(寬)x 約

12.8mm(高)，重量：７０克（含以下），操作距離：５０MM（含以上），工作電壓：

定額電壓 5V 直流，安規：ISO14443 1-4, CE, FCC, RoHS，電流：約 200mA (工
作), 約 50mA (待機), 約 100mA (常規)，工作温度：0 ~ 50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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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主機：個人電腦主機 
(1)處理器：參考型號 Intel® 4 核心 i5 3450（含以上）3.1GHz 或同等品。 
(2)記憶體插槽：記憶體插槽 ( 1066/1333MHz DDR3 ) x4 含以上。 
(3)記憶體：4GB（含以上）。 
(4)硬碟：500G／7200 轉 SATAIII。 
(5)光碟機：16X DVD ROM SATA 介面。 
(6)擴充插槽：4 個全長插槽（含以上）。 
(7)內建控制介面： 
前端：耳機、麥克風、4 個 USB 2.0（含以上）；後端：6 個 USB 2.0（含以上）、1
個外部 SATA、1 個標準序列埠、1 個平行埠。 
(8)顯示卡：參考型號 nvidia GT520 1G（含以上）或同等品。 
(9)網路 PORT：內建 10／100／1000 參考型號 Ethernet Networking LAN solution
或同等品。 
(10)主機板晶片組：參考型號 Integrated Intel(R) H57 Express chipset 或同等品，主

機板提供 SATA 介面。 
(11)輸入／出裝置：含無線鍵盤、無線滑鼠及 USB 界面。 
(12)電源供應器：350W 含以上。 
(13)作業系統：本案需含隨機版作業系統授權，並於主機張貼微軟正版授權貼紙，

出貨前請先與使用單位確認後，利用本校微軟 CA 授權，將作業系統升級至所需

版本。 
(14)機殼尺寸：約 37cm x 約 17cm x 約 44.3cm。 
(15)安規認證：符合商檢局安規認證標準。 
(16)主機內含還原卡：「支援 Windows7（FOR 64 位元）」，含遠端管理功能保固五

年。支援磁碟格式任意修改。支援軟體預註冊功能，發送端一次註冊即可（無需

收集接收端硬體資訊）。系統採用防火牆保護，防止惡意破壞。支援本機分割區複

製功能。 
(17)其他配件：電源延長線；網路線：五孔插座以上（110V／10 A）1 米延長線；

（10M／100M）3 米網路線。 
(18)得標公司直卸現場含安裝及廢棄物運走。 

3 組 21,000 63,0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22 吋桌上型電阻式觸控螢幕 
螢幕尺寸：22"以上（含）。 
亮度：300cd/m2 以上（含）。 
對比：1000:1 以上（含）。 
解析度：1680x1050 以上（含）。 
反應時間：5ms 以下（含）。 
支援 WIN SERVER 2012，並具有 FOR SERVER 2012 驅動程式。 

3 個 22,500 67,50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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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5 
特 3-6 個人電腦 

(1)處理器：參考型號 Intel® 4 核心 i5 3450（含以上）3.1GHz 或同等品。

(2)記憶體插槽：記憶體插槽 ( 1066/1333MHz DDR3 ) x4 含以上。 
(3)記憶體：4GB（含以上）。 
(4)硬碟：500G／7200 轉 SATAIII。 
(5)光碟機：16X DVD ROM SATA 介面。 
(6)擴充插槽：4 個全長插槽（含以上）。 
(7)內建控制介面：前端：耳機、麥克風、4 個 USB 2.0（含以上）；後端：

6 個 USB 2.0（含以上）、1 個外部 SATA、1 個標準序列埠、1 個平行埠

(8)顯示卡：參考型號 nvidia GT520 1G（含以上）或同等品。 
(9)網路 PORT：內建 10／100／1000 參考型號 Ethernet Networking LAN 
solution 或同等品。 
(10)主機板晶片組：參考型號 Integrated Intel(R) H57 Express chipset 或同

等品，主機板提供 SATA 介面。 
(11)輸入／出裝置：含無線鍵盤、無線滑鼠及 USB 界面。 
(12)電源供應器：350W 含以上。 
(13)作業系統：本案需含隨機版作業系統授權，並於主機張貼微軟正版授

權貼紙，出貨前請先與使用單位確認後，利用本校微軟 CA 授權，將作

業系統升級至所需版本。 
(14)機殼尺寸：約 37cm x 約 17cm x 約 44.3cm。 
(15)安規認證：符合商檢局安規認證標準。 
(16)主機內含還原卡：「支援 Windows7（FOR 64 位元）」，含遠端管理功

能保固五年。支援磁碟格式任意修改。支援軟體預註冊功能，發送端一

次註冊即可（無需收集接收端硬體資訊）。系統採用防火牆保護，防止惡

意破壞。支援本機分割區複製功能。 
(17)LCD：19" LCD（含以上）螢幕顯示器。 
(18)其他配件：電源延長線；網路線：五孔插座以上（110V／10 A）1 米

延長線；（10M／100M）3 米網路線。 
(19)得標公司直卸現場含安裝及廢棄物運走。 

5 組 24,000 120,0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

務處-102 學

年度-2 及其

附件 1/ 
P.78/282 

 

A016 
特 3-7 沙發椅組 

尺寸如附圖號 A1 或同等品。 
整組：Ｗ約 500-650cm。 
以本校的環境設計相符合的弧型沙發組合，共需購買弧型沙發約

41 個及方型沙發約 9 個。 
顏色：紅色，製作前請提供色卡供校方選擇。 
腳座：需因應地面不平而設計可調整四角高度的功能，且為防鏽

的材質 
座面：透氣皮（易擦拭以及防霉為基準）。 

8 套 41,500 332,0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

務處-102 學

年度-2 及其

附件 1/ 
P.7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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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7 
特 4-1 

即錄即播整

合系統 

01. 環境控制系統： 
01-1  19”標準 42U 機櫃，含 3 組 8 孔電源插座 
01-2  8 埠超高速+2 埠 100/1000X SFP 管理型 802.3at PoE 交換器 
    (參考型號 WGSD-100 20HP) 
01-3  具備 AV 矩陣：可隨機控制攝影機 16 台(含)以上視訊訊號並可同  
   步至 4 台(含)以上投影機 
01-4  具備 VGA 矩陣：可依教學需要將教室內教師教材或實習操作內容

自由決定投影至 4 台(含)以上投影機 
01-5  可同時操作 4 台(含)以上投影機 
01-6  音效控制：提供 16 組(含)以上輸入、內建數位 SPX 數位效果器  
      、備有 3 段式頻率等化器及高通濾波器 
01-7  擴大機並支援 8 個 8 吋(含) 以上吸頂式喇吧 
01-8  具備 6 支(含)以上無線麥克風 
01-9  具備 PAD 以無線方式同步控制兩間教室 
01-10 使用說明書 
02.  4200 流明 XGA LCD 高亮度投影機 4 台： 
02-1  高達 4200 ANSI 流明的高亮度，具備幾何修正功能，在側邊依然

可以投影出方正的畫面，具備自動節能模式，可自動控制投影亮度，參

考型號 NEC 420XV 或同等品 
02-2  使用說明書 
03.  100 吋電動布幕 4 支： 
03-1  100"吋軸心式電動布幕 
03-2  布幕尺寸 213x213cm 珠光或是蓆白，底幕採用玻璃纖維材質 
03-3  隱藏式安裝 
03-4  使用說明書 
04.  資訊講桌： 
04-1  照明:採用鵝頸式白光 LED 省電照明 
04-2 擴大機:輸出功率 60W 
04-3  喇叭:提供率 20W(含以上) 高功率喇叭 X2 只 
04-4  附 DVD 光碟機 
04-5  麥克風:電容式鵝頸 MIC X1 支，有線 MIC X1 支，雙頻無線麥克風

X2 支 
04-6  資訊講桌上螢幕面孔:17 吋(含)以上手寫輸入液晶螢幕或一般銀幕

15-20 吋(含)以上液晶螢幕或同等品;電動無段式調整仰角功能，可任意調

整觀看角度 0~70 度 
04-7  參考型號 KONZESYS KZ-1680 或同等品 
04-8  使用說明書 

1 組 1,031,184 1,031,184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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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設備及攝影機監控螢幕(可觸控式)： 
05-1  17 吋(含)以上，手觸控書寫並安裝於資訊講桌上 
05-2  液晶板 17 吋主動矩形式面板 + 電容式觸控液晶 
05-3  畫素點距 0.264mm 
05-4  對比率 1000：1 
05-5  亮度 300cd/m2 
05-6  掃瞄頻率 水平：31.5-80 KHz ／垂直：56-75 Hz(連續掃描) 
05-7  最佳解析度 1280＊1024@ 60Hz 
05-8  可視角度 水平：170 度(含)以上／垂直：140 度 (含)以上 
05-9  回應時間 5ms(含)以下 
05-10 圖素 1677 萬色以上 
05-11 訊號輸入介面 Analog 15Pin D-Sub 類比& DVI-D 數位 
05-12 使用說明書 
06. 軟體式教學廣播系統 15 人版： 
06-1  檔案分發：教師可以將教師機的目錄或檔案指定發送到學生的平板

電腦的目錄下。 
06-2  作業提交：學生機可選擇任一檔案或目錄提交給教師機，在教師機

的預設的作業提交目錄下，將會自動建立學生機的子目錄，並將學生提

交的作業，保存在該目錄下。教師可自由指定作業提交目錄。（此為學生

端功能） 
06-3  查看提交作業：在學生提交 作業之後，進入「查看提交作業，系

統將自動進入到學生作業提交的目錄夾之下，以供教師查看學生提交的

作業。 
06-4  可以透過 WiFi 將教師端電腦畫面廣播智學生端的平板電腦上 
06-5  參考型號 TRBS 10.0 或同等品 
06-6  使用說明書 
07. 無線路由器： 
07-1  無線 802.11n/450Mbps，可向下相容 
07-2  4 埠有線 Giga Lan(10/100/1000 Mbps) 
07-3  USB2.0 埠可外接硬碟當簡易 NAS 
07-4  支援 BT 下載及印表機分享 
07-5  參考型號 WZR-HP- G450H 或同等品 
07-6  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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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6 路實習台攝影及多視埠錄、直播控制主機： 
08-1  無縫連接 Topdomain 教學直錄播系統，教學示範與實習操作影像、聲音可

以同步錄影、直播 
08-2  支援 3G 手機監看 
08-3  16 組影像訊號輸入，以供監視及錄影使用，NTSC 30 張/秒 
08-4  H.264 壓縮格式/MPEG-4 
08-5  具備 1TB (含)以上 硬碟空間 
08-6  支援作業系統 Windows 7 
08-7  使用說明書 
09. 實習台攝影機 15 支： 
09-1  0.1 Lux 低照度 520 TV lines(含)以上，半球型攝影機紅外線遙控 
09-2  使用說明書 
10. 系統整合 
10-1  本案為系統整合專用，所購買之各項設備必須符合「幼保系示範教學教室

及實習教室即錄即播」操作與功能 
10-2  透過本案建置完成可以具體實現多功能教室，各種教學活動可以在同一空

間，以不中斷方式完成，例如：當老師或助教示範完畢後學生可即時開始操作，

老師端只需透過即錄即播功能在大投影布幕上觀看各組學生實際操作狀無須移動

至各實作小組現場指導，還可隨時於課堂上直接作即時評量，以增加學生學習效

果，整個過程透過即錄即播功能，不但可進行遠距教學，並可以將全程記錄，作

為教學研究改進之用。 
10-3  將現有示範教室與實習教室教學功能整合，於示範檯與實習檯上方各裝設

教學攝影機 
10-4-1  於兩間教室各增設 2套大型投影布幕以及高流明投影機, 現場仍可在不關

燈的情況下，在教室內同時進行投影教材教學、老師示範過程、學生實習操作過

程、即時測驗等不同主題的教學活動使用 
10-4-2  以即錄即播系統實現微觀教學、遠距教學或是全程錄影功能 
10-4-3  採用即時反饋系統及無線教學廣播系統與平板電腦落實隨堂測驗功能，增

加學習成效 
10-4-4  透過整體環境控制系統讓老師與學生可以即時依功能需求控制兩間教室

之攝錄影與投影設備與音效設備，達到最佳示範、實習操作、教學功能 
10-5-1  在整合示範教學、實習操作功能，學生不用移動位置或礙於空間及觀看角

度，均可清楚觀看老師進行的示範教學活動且過程不中斷 
10-5-2 透過攝錄影設備與投影設備，老師可以同時注意各組實習操作狀態，比起

傳統老師或助教必須移動至各組觀察實作狀況，效率明顯提升很多，也更精簡 
10-5-3 透過即時測驗之功能，可以更即時的幫助學生加深學習效果 
10-5-4 因為即錄即播之功能，將整個教學過程攝錄並放置於本校的 MOD 平台(參
考網址: http://192.192. 116.184/ mod),重要示範可以即時重複並且重點式播放，以提

升教與學效益 
11.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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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8 
特 4-2 

影像式膚質

檢測儀 

1. 臉部定位：左 37°、中間 0°、右 37° 
2. 畫素：1800 萬畫素 
3. 光源：標準白光、交叉極化閃光、UV 光 
4. 功能：自動對焦、自動白平衡、多頻帶影像 
5. 可檢測項目： 
5-1  斑點 (Surface Spots)、紫外線斑點 (UV Spots)  
5-2  紫質 (Porphyrins)、毛孔(Pores)、棕色班 (Brown Spots) 
5-3  皺紋 (Wrinkles)、紋理(Texture)、紅色區 (Red Spots) 
5-4  睫毛分析 (平均長度、濃密度、整體等級 1-5) 
6. 配備： 
6-1  Facial Imaging Booth (with chin cup and headrest assemblies 
installed) ×1；額頭墊:可左.右.中間三種角度移動並可上.下三段調

整；下巴墊:可左.右.中間三種角度移動 
6-2  電源線 
6-3  影像分析軟體（功能效益如項次第 7 項說明）,相容於

Windows XP，Win7，Vista，MacOS 10.5 以上版本。  
6-4  影像數位輸出裝置（呈現檢測數據）參考型號 Pentium     
C2D 或同等品 2.8GHz 以上（含）, 2G RAM 以上（含）, 500G HD
以上（含）, 20＂LCD 以上（含）display, DVD-RW，Win XP 作業

系統以上（含）, office2010 作業系統以上（含），A4 黑白雷射印

表機。 
7. 功能效益：運用光譜影像科技，從色斑、毛孔、細紋或皺紋、

皮膚細緻度、紫外線色斑、棕色斑、微血管靜脈曲張、面皰感染

度等八項能影響面容、皮膚健康及外觀的範疇進行影像處理及分

析。 

1 台 780,000 780,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A019 
特 4-3 

非侵入性老

化偵測儀紫

外線放電攝

像儀 

1. 限非侵入式(免抽血、免組織切片)取樣。 
2. 需適用 Fitzpatrick 等級 1~6 級。 
3. 外加式，震動/聲光/聲響三種警示選擇模式。 
4. 紫外線修飾射線 345~410nm。 
5. 主機需能連線統計資料庫做資料比對，以提高圖譜正確率。 
6. 需相容於主機且能高速運算及連線資料庫比對。 
7. 系統內建自動白 UV 與暗黑 UV 比對校正。 
8. 保固三年。 
9. 附操作說明書。 

1 台 1,498,600 1,498,6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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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 
特 4-4 

健康照護與

管理教學系

統 

01-1  採 WEB 操作方式。      
01-2  支援多個健康管理中心同時使用。 
01-3  可群組式設定用戶權限、健管師可代理操作。 
01-4  會員資料支援 EXCEL 名冊匯入、電子郵件訊息通知。 
01-5  可針對體檢科室、體檢項目、組合項目、項目常見結果、項目標準值等進

行設定。 
01-6  可設定體檢項目異常追蹤 規則。 
01-7  支援不同體檢中心 EXCEL 體檢資料匯入，可針對不同體檢中心設置標準

值、對照表等。 
01-8  可自動產生異常追蹤清單，電子郵件訊息通知，歷次追蹤結果記錄；可管

理重大傷病、疫苗注射等記錄。 
01-9  健康促進活動管理功能，提供消息管理和發佈、活動管理和發佈、活動報

名管理、健康資訊分類管理、服務發佈、服務預約管理。 
01-10 提供評量問卷及評量規則設置、量測模板及項目設置、飲食項目分類設置、

運動項目分類設置、膳食指導分類設置、健康鏈接分類設置。 
01-11 健康照護功能:可查詢會員問卷評量結果，統計分析評量結果百分比；可按

異常或無量測記錄查詢會員清單，趨勢圖分析量測結果；可按異常或無飲食運動

記錄查詢會員清單，圖形分析達標情況。可記錄管理歷次追蹤情況。 
01-12 健康改善計劃：提供健康風險及建議設置，會員健康風險管理、會員健康

改善目標管理。 
01-13 可管理會員就診記錄並安排醫師遠距諮詢。 
01-14 會員端健康促進活動：提供系統登錄、健康鏈接展示、健康產品展示、健

康月曆、消息查閱、活動報名、服務預約、健康資訊。 
01-15 會員端健康資訊收集功能：血壓量測紀錄功能、血糖量測記錄功能、血氧量

測紀錄功能、體重量測紀錄功能、溫度量測紀錄功能、吐氣流速紀錄功能、生活

作息追蹤記錄功能、跑步追蹤與卡路里消耗記錄功能。 
01-16 會員端個人健康管理：提供量測記錄管理與綜覽及趨勢圖分析、體重目標

設定與膳食指導、膳食記錄管理與膳食分析、運動記錄管理、用藥記錄管理、體

檢報告查閱、評量問卷填寫、健康風險及建議查看、健康檔案與就診記錄管理。

01-17 會員端提供手機網頁登錄、消息查閱、活動報名、服務預約、量測記錄及

趨勢分析、膳食記錄、運動紀錄、健檢記錄、健康檔案 。 
01-18 報告列印：可列印單一年度、最近三年度個人報告；可列印年度團體全體

報告。 
01-19 統計分析：可根據年度、部門、單位、年齡、性別群組條件以圖表方式分析

項目異常；可根據年度、部門、單位分析項目異常名單。 
01-20 含使用說明書或光碟片。 
01-21 得標廠商需協助將上項系統安裝於本所伺服器上。 
 

1 台 1,100,000 1,100,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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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1 
特 4-5 

雲端應用整

合系統 

1. 數位多媒體機 
1-1  可觀看 1080p HD 影片播放 YouTube 和 Video 視訊 
1-2  配備 802.11n Wi-Fi 無線網路     
1-3  參考型號 Apple TV MD199LL/A 或同等品 
1-4  使用說明書 
1-5  遙控器ㄧ支 
2. 無線路由器： 
2-1  無線 802.11n/450Mbps，可向下相容 
2-2  4 埠有線 Giga Lan(10/100/1000 Mbps) 
2-3  USB2.0 埠可外接硬碟當簡易 NAS    
2-4  支援 BT 下載及印表機分享 
2-5  參考型號 BUFFALO WZR-HP-G450H 或同等品    2-6  使用說明書 
3. 3300 流明反射式超短焦投影機： 
3-1  66 公分的投射距離裡可投射出 85 英吋的畫面。 
3-2  ANSI 3300 流明(含)以上      3-3  反射式鏡面投射/投影 
3-4  LCD 面板:0.63 吋(含)以上     3-5  解析度 1024 X 768 (含)以上像素 
3-6  內建 16W (含)以上喇叭       3-7  具備 水平/垂直 梯形較正 
3-8  具備 有線/無線區域網路端口  3-9  參考型號 NEC U300X 或同等品 
3-10  使用說明書 
4. smart 電子白板(支援微軟及蘋果作業系統)： 
4-1  光學式手書寫方式        4-2  書寫面積 77 吋(含)以上 
4-3  安裝配合電子白板的教材編輯暨教學軟體 
4-4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防刮花鋼質表面經久耐用，針對投影進行了優化。它不僅

可以使用白板筆直接書寫，而且用白板清潔劑即可輕鬆擦拭乾淨 
4-5  參考型號 SB480 或同等品   4-6  使用說明書 
5. 10 埠高速網路管理行交換機： 
5-1  8埠超高速+2埠 100/1000X SFP 管理型 802.3at PoE交換器(參考型號WGSD-
10020HP) 或同等品 
5-2  使用說明書 
6. 機架式網路雲端儲存伺服器： 
6-1  搭載參考型號 Marvell 或同等品 1.6GHz(含)以上 CPU 及 512MB(含)以上

DDRIII 記憶體 
6-2  含 4 個 2.5 或 3.5 吋 SATA 硬碟熱抽換匣及 4 顆硬碟(1TBx4) 
6-3  雙 Gigabit 網路端口支援多網路設定 
6-4  七種以上(含)進階網路連結模式可讓管理者彈性配置網路設定 
6-5  4 個 USB 和 2 個 eSATA 連接埠 
6-6  能夠同時支援 NAS 及 iSCSI 裝置 
6-7  支援 Windows, Mac, Linux 及 Unix 跨平台的檔案分享 
6-8  參考型號 TS-419U+同等品    6-9  使用說明書 
7. 系統整合： 
7-1  本案為系統整合專用，各項設備必須符合「雲端應用整合系統」操作與功能

7-2  本案係為教學與學術研討之用，承包廠商所提供之軟、硬體設備，以供一般

教學、示範教學、學術研討會、學術發表，學術研究使用 
8.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三年 

3 組 42,749 128,247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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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22 
特 4-6 毛髮檢測儀

1. 尺寸：(L)約 245mm(W)約 86mm(H)約 99.5 
2. 鏡頭採用紫外線消毒燈光 
3. 鏡頭倍率包含 x1 倍鏡頭 1 個、x60 倍鏡頭 1 個、x200 倍鏡頭 1
個、x1000 倍鏡頭 1 個及可變焦距(x1~x300 倍)影像擷取頭 1 個。

4. 可變焦距影像擷取頭內建白光、UV 光，圖片可輸出於顯示器

（使用 VGA cable 連接或 Video 端子連接）。可連續拍照與及有 4
分割畫面比較不同部位皮膚 
5. 影像分析軟體,相容於 Windows XP，Win7，Vista 以上版本 
6. 影像數位輸出裝置（呈現檢測數據）：參考型號 Pentium 2020M
或同等品 2.4GHz 以上（含）, 2G RAM 以上（含）, 500G HD 以

上（含）, 15＂LCD 以上（含）display, DVD-RW，Win XP 作業系

統以上含）,office 2010 作業系統以上（含）以及 10 吋液晶螢幕 1
台（可使用 VGA cable 或 Video 端子連接） 
7. 可檢測項目： 
(1)頭髮密度：以 EA 顯示頭髮密度 
(2)頭髮粗細度：以 mm 顯示頭髮厚度 
(3)脫髮狀況：有標準毛囊圖片對照顧客頭皮，並依頭髮圖片判讀

脫髮狀況 
(4)頭髮表皮測量 
(5)其他 
8. 客戶資料管理、即時診斷脫髮狀況、髮況分析、類型對照、毛

髮比較功能、影像畫面管理、可依不同頭髮產品圖片建檔 
9. 功能效益：使用不同倍率的鏡頭，進行頭髮的檢測和護理指

導，並針對髮質狀況建議保養方式與注意事項。 

1 台 230,000 230,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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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23 
特 4-7 

雲端服務系

統 

01-1  網站服務伺服器:負責提供網站服務功能，提供瀏覽、輸入、

查詢、曲線圖表等服務;提供會員各項資料儲存並提供網站系統所

需要的各項數據。 
01-2  CPU 參考型號:CPU Intel Hexa-core E5-2620 *2 顆(或同等

品)/ 16GB (4x4GB)含以上(或同等品)、DR-3(1333 MHz ECC 
RDIMMs)，硬碟 2TB/7200 轉含以上(或同等品)，內建 RAID0、 1、
5、 6，磁碟陣列速率 6 Gb/s 以上。 
01-3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08 R2 x64 中文版含以上，

鍵盤，滑鼠，光碟燒錄機，防毒軟體。 
01-4  資料庫系統 : MS SQL 2008 R2 中文版含以上。  
01-5  UPS: 額定容量：1KVA 含以上(或同等品)、輸入電壓：

80V~138V、輸出電壓：110V、直流電壓：48V (12V*4EA)、通訊

介面：RS-232、保護裝置：超載、斷路漏電、輸入突波裝置、過

熱保護、EMI/RFI 全天候濾波。 
01-6  螢幕一台：19 吋含以上規格。 
01-7  需協助本所購置之「健康照護平台系統軟體」安裝於伺服

器上。 
01-8  含設備使用說明書、作業系統光碟片及相關設備驅動程式

光碟片。 
2. 保固條款：提供 3 年保固 

1 台 158,000 158,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A024 
特 4-8 

教學即時反

饋系統 

1. 教學即時反饋系統 60 人版： 
1-1  採用 RF 無線電技術，不受方位或角度的限制，訊號接收快

速反應。 
1-2  採用 USB 介面無線接收器、名片型大小遙控器，有效傳輸

距離達 45 公尺。 
1-3  無記名投票模式擴大投票應用面，所見視窗與應用程式在瞬

息之間享有互動評量功能。 
1-4  相容 PowerPoint 軟體，把 PowerPoint 簡報變成即時互動會

議系統。 
1-5  可相容本校現有電子白板軟體 
1-6  參考型號 JustVote 或同等品 
1-7  使用說明書 
2.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三年 

1 組 78,000 78,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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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25 
特 4-9 毛髮拉力儀

1. 單位：kg, g, N, Lb 可切換 
2. 荷重精度：0.5% 
3. 荷重元解析度：1/200,000 
4. 力量放大倍率：x1, x2,x5, x10, x20, x50, x100 自動切換 
5. 測試速度：0.1~1000mm/min 
6. 最大行程：620mm(不含夾具) 
7. 位移分解度：0.001mm 
8. 傳動導桿：選用高精度滾珠螺桿 
9. 採用高精度伺服馬達傳動 
10. 電腦系統控制 
11. 控制面板 
12. 不連接電腦時, 控制面板可單獨使用 
13. 配備： 
13-1  附氣壓式頭髮治具組、梳力測試專用治具組、頭髮物性分

析軟體光碟（功能效益如第 15 項次說明） 
13-2  氣壓縮機(1/2HP)以上（含） 
13-3  影像數位輸出裝置（呈現檢測數據）參考型號 Pentium  
C2D 或同等品 2.8GHz 以上（含）, 2G RAM 以上（含）,  
500G HD 以上（含）, 20＂LCD 以上（含）display,  
DVD-RW，Win XP 作業系統以上（含）, office2010 作 
業系統以上（含），A4 黑白雷射印表機 
14.  電源：220V,15A 
15.  功能效益：測量毛髮受到應力作用下，所產生形狀改變的變

形量，檢測出毛髮扭曲力及軟硬度等毛髮強度差異 

1 台 430,000 430,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A026 
特 4-10 筆記型電腦

1. 筆記型電腦： 
1.1  作業系統 Windows 7(含以上) 
1.2  晶片組：參考型號 Intel HM77(或同等品)。 
1.3  記憶體：4GB DDR3 含以上。 
1.4  顯示卡：參考型號 Intel HD Graphics  
1.5  螢幕尺寸：11.6 (含以上) Full HD LED 背光螢幕 
1.6  硬碟：128GB SSD (含以上) 
1.7  藍芽：Bluetooth v4.0、USB 3.0：接孔 x 2、光碟燒錄機、光

學滑鼠、5M 網路線。 
2. 保固條款：提供 3 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光碟片、驅動程

式及系統光碟片。 

3 台 25,000 75,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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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27 
特 4-11 桌上型電腦

1. 教學電腦： 
1-1  CPU 參考型號: Intel® Core™ i7-3770 Processor 或同等品以上 
1-2  RAM 4GB(含)以上 DDR3 記憶體， 2 x DIMM (支援雙通道) 
1-3  HDD 1TB(含)以上 SATA 6Gb/s 硬碟 
1-4  光碟機 24X DVD Super-Multi 燒錄器 
1-5  網路介面 10/100/1000Mbps 
1-6  1 x RJ45 LAN 
1-7  1 x 8 channel Audio I/O 
1-8  1 x PS/2(Keyboard/Mouse) 
1-9  1 x S/PDIF out(Audio jack) 
1-10  1 x HDMI-Out 
1-11  1 x VGA(D-Sub)-Out   
1-12  2 x USB 3.0 
1-13  4 x USB 2.0 
1-14  22 吋(含)以上液晶螢幕 
1-15  無線滑鼠鍵盤 
1-16  安裝 Windows 8 專業版作業系統 
1-17  使用說明書 
2.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三年 

2 台 24,000 48,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A028 
特 4-12 平板電腦 

1. 平板電腦 
1-1  10.1 吋(含)以上平板電腦，可支援軟體式教學廣播系統： 
(1)檔案分發：教師可以將教師機的目錄或檔案指定發送到學生的

平板電腦的目錄下。 
(2)作業提交：學生機可選擇任一檔案或目錄提交給教師機，在教

師機的預設的作業提交目錄下，將會自動建立學生機的子目錄，

並將學生提交的作業，保存在該目錄下。教師可自由指定作業提

交目錄。（此為學生端功能） 
(3)查看提交作業：在學生提交作業之後，進入「查看提交作業，

系統將自動進入到學生作業提交的目錄夾之下，以供教師查看學

生提交的作業。 
(4)可以透過 WiFi 將教師端電腦畫面廣播智學生端的平板電腦上

(5)參考型號 TRBS 10.0 或同等品 
1-2  作業系統 Android 4.X/ WIN8.1 
1-3  處理器：參考型號 Z3740 四核心或同等品 
1-4  記憶體：2GB(含)以上 
1-5  內存：64GB(含)以上 
1-6  參考型號 ASUS T100TA 或同等品 
2.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三年 

10 台 13,000 130,0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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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29 
特 4-13 平板電腦 

1. 平板電腦 
1-1  9.7 吋(含)以上螢幕  
1-2  處理器參考型號 A6X 晶片或同等品 
1-3  內存 164GB(含)以上 
1-4  作業系統：參考型號 ios 7 或同等品 
2.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三年 

2 台 19,900 39,8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

教學單位及

研發中心。

1-2-G-民生學

院-103 學年

度-2 及其附

件 1/ 
p.65/271 

 

A030 
科-1 

倒立螢光顯

微鏡含攝影

系統 

1.廠牌型號:參考型號 LEICA  DM IL LED 或同等品 
2.光路設計:HCS 與實驗室現有系統相容 
3.模組化:依照不同需求可更換配件 
4.穿透光光路:LED 設計，模擬白光光源，亮度超越鹵素燈 50watt，
使用壽命 25000 小時或更長 
5.鼻輪:4 孔物鏡鼻輪 
6.濾鏡位置:40mm 直徑 
7.電源控制:電子式控制，電源供應器具有 encode 設計，可在切換

Phase 與 IMC 時自動提高亮度，不需手動調整燈具。 
8.聚光器:S40/0.5，工作距離需比 40mm 更長，NA 直須比 0.5 還高

9.光臂:高度定點，具有訊息傳遞功能。 
10.平台:固定式平台 
11.物品載具:萬用 XY 控制器，可安裝 slide、30 mm 培養皿、65 mm
培養 
  皿、多孔盤 
12.目鏡:10X /20 可調整雙眼平衡 
13.物鏡 1:PL 10X PH1 L 
14.物鏡 2:PL 20X PH1 L 
15.物鏡 3:PL 40X PH2 
16.物鏡 4:PL 4X 
17.照相光路:3 眼式觀察筒含 100-0%照相分配比例 
18.攝影系統:數位影像系統，解析度 1800 萬畫素，全十字型 9 點

自動對焦，每秒拍攝 5 張，ISO25600 Full HD 
19.防塵套:專用防塵套 
20.Installation & Test:使用者確認 
21.User Manual:一套 
22.Tutorial:實際上機教學 

1 台 340,000 340,000
教學及實驗研

究使用 

健康產業科

技研究所籌

備處 

1-2-G-健康產

業科技研究

所-103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7/274 

原 A043 
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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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31 
科-2 

超高速離心

機 

1.廠牌型號:參考型號 Hermle Z326K 或同等品 
2.最高轉速:18,000 rpm (含)以上。 
3.最大離心力:23,545 xg (含)以上。 
4.最大處理量:400 ml(含)以上。 
5.操作面板 :飛梭旋鈕，液晶螢幕．防潑水操作面板。 
6.轉速顯示:背光液晶顯示螢幕，可同時顯示設定值與實際值。 
7.溫度範圍:-20℃～+40℃，增幅最小為 1℃。 
8.冷卻裝置:採用 CFC free 環保冷煤。 
9.速度控制:10 段以上(含)加減速可供選擇。 
10.記憶系統:具 99 組以上(含)記憶可記憶常用轉速、時間、溫度、

轉盤編號。 
11.時間範圍:微電腦數字設定有分鐘及秒數可供選擇 [99 小時 59
分鐘 (最小設定值 1 分鐘) 及 59 分 50 秒 (最小設定範圍 10 秒)]。
12.離心方式:可以 rpm 設定或 g 值設定 (最小設定範圍 10 x g)。
13.提示系統:具離心完成音樂聲提示裝置 
14.外觀尺寸:W 約 400mm x D 約 700mm x H 約 360 mm  
15.噪音:< 60 dBA。 

1 台 420,000 420,000
教學及實驗研

究使用 

健康產業科

技研究所籌

備處 

1-2-G-健康產

業科技研究

所-103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7/274 

原 A044 
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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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32 
科-3 

桌上小型冷

凍離心機(微
電腦控制)

1.廠牌型號:參考型號 KUBOTA-2800 或同等品 
2.最高迴轉速:4,000rpm (含)以上 
3.最大離心力:2,610Xg (含)以上 具有離心力及轉速換算功能 
4.最大處理量:360 ml(含)以上 
5.溫度設定範圍:-9℃～+40℃ 
6.控制方式:微電腦控制;可設定:轉速、離心力、時間、加速/減速、

強弱(可設定任一轉速點在煞車過程,自動關掉煞車,以自然減速至

停止) 
7.記憶裝置:可記憶三組常用的離心條件 
8.驅動方式:變頻式無碳刷馬達,免換碳刷 
9.計時器:微電腦數字設定有分鐘及秒數( 1-99sec, 1-99min)可供選

擇,附 HOLD 
10.速度設定範圍:300～4000rpm, 100rpm 間隔 
11.離心停止警示音:具離心完成音樂聲提示裝置 
12.安全裝置:1.平衡感應器 
            2. OVER SPEED 感應器 
           3.電路自動檢測監視系統 
13.電源:AC110V/60Hz  
14.尺寸:長約 37cm,深約 64cm,高約 37cm 
15.重量:約 51 Kg (含)以下 
16.符合 IEC 61010-2-020 國際安全規範  
17.附件: 
1.RS-240 SWING ROTOR  
2.053-4900 BUCKET 15mlx8 孔 
3.053-5010 BUCKET 50ml(TC)x4 孔 

1 台 176,500 176,500
教學及實驗研

究使用 

健康產業科

技研究所籌

備處 

1-2-G-健康產

業科技研究

所-103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7/274 

原 A045 
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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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33 
科-4 

碎冰製冰機

(落地型) 

1.廠牌型號:參考型號 KOE-380B 或同等品 
2.外尺寸:長約 738mm, 深約 689mm,高約 1132mm 
3.冰形:碎冰 
4.日產量:約 172 公斤 
5.儲冰量:約 55 公斤 
6.電源:110V/60HZ 
7.耗電力:650W 以下(含) 
8.附件:1.美製前置過濾器 
      2.10M 以上(含)管材配置 
      3.濾心*12 支，濾心等級  NDF 以上(含)  
      4.活性碳可吸附式濾心*3 支 
      5.管路清潔殺菌液*4 瓶 100ml 
      6.抗菌管 5 米 

1 台 109,800 109,800
教學及實驗研

究使用 

健康產業科

技研究所籌

備處 

1-2-G-健康產

業科技研究

所-103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7/274 

原 A046 
科-4 

A034 
科-5 

恆溫循環水

槽 

1.廠牌型號:參考型號 DENG YNG G-20 或同等品 
2.材質:內部為不銹鋼採用無接縫圓角，外為鍍鋅鋼板粉體烤漆 
3.控溫範圍:室溫+5℃ to 100 ℃可調 
4.溫度控制:微電腦 PID 自動演算，SSR 控制 
5.循環功能:可有循環功能,水溫分佈均勻 
6.顯示幕:LED 數位式顯示幕, PID 觸摸式微電腦自動演算 
7.精確度:±1℃(錶頭需通過公正機構認證並可追溯) 
8.計時器:外接式 LCD 顯示，可切換震動/亮光/蜂鳴警示 
9.內部尺寸:長約 490mm,寬約 290mm,高約 150mm 
10.溫控器:採微電腦 PID 數字式 
11.加熱器材質:不銹鋼管 
12.控制鍵:需採用防水防塵等級 IP67 以上之薄膜觸控鍵(通過電流

小於 15Ma) 
13.面板:可選擇斜面設計 
14.感溫器:採用白金測溫體 (PT-100Ω) 
15.外部尺寸:長約 670mm,寬約 320mm,高約 200 mm 
16.安全機制:自我診斷功能，溫度異常，過熱，低水位斷電 
17.附件:1.培養反應震動/亮光/蜂鳴計時裝置×1  
2.不銹鋼蓋內建把手 

1 台 17,800 17,800
教學及實驗研

究使用 

健康產業科

技研究所籌

備處 

1-2-G-健康產

業科技研究

所-103學年-2
及其附件 1 / 

p.67/274 

原 A047 
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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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35 
電-1 

伺服器負載

平衡設備 

1.設備需提供至少 6 個 10/100/1000Mbps 連接埠以及 2 個 1Gbps 
Fiber GBIC 連接埠及 2 個 10Gbps SFP+ Ports。 
2.設備效能 Throughput 至少需達 10 Gbps(含)以上。 
3. 設備 L4 效能 L4 CPS(Connection per serond) 至少需達

450,000(含)以上。 
4.設備需提供 L7 CPS(HTTP/Connection) 至少需達到 150,000(含)
以上。 
5.設備需提供同時連線數 (Concurrent Sessions ) 至少需達到

32,000,000(含)以上，設備需提供 DDoS SYN Flood 保護 每秒可處

理 4,000,000 個 Syn 封包。 
6.具備以下負載平衡機制：輪循 (Round-Robin)、最少連線

(Least-Connection)、權重比例(Weight)、最短回應時間(Respond 
Time)。 
7.具備健康偵測機制，當偵測到伺服器故障時，將連線導往其他

可正常服務的伺服器。 

1 台 1,000,000 1,000,000

伺服器負載平

衡，提升 E化效

益 

電算中心 
1-2-G-圖資處

-102學年度-2 
/p.68 

新增 
設備 

A036 
體-1 電子防潮櫃

1.參考型號：AD-1280H 或同等品 
2.尺寸：寬約 120cm X 高約 193cm X 深約 66cm 
3.配件：上下可調式鋼製層板 X5 片，每個層板均可耐重 200KG
  以上(含) 或同等品 
4.外箱材質：防鏽烤漆氣密鋼製櫃體，附鎖或同等品 
5.門面材質：強化鋼製密閉門面調，或同等品 
6.全自動穩定控濕在 25～55%RH 
7.保固期：3 年 
8.附說明書 

1 個 54,000 54,000

放置體育教學

儀器等貴重器

材避免潮濕而

增加使用年限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1.原
A050 
體-1 

2.變更

項目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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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37 
體-2 

自走式真空

掃地機 

1.動力方式：電池充電式 
2.清掃效率：4,140 平方公尺/時(含以上) 
3.機器每次清掃寬度：約 920 mm(含刷邊)，約 700 mm(不含邊 
  刷) 
4.濾塵系統：有效過濾灰塵 
5.馬達：無刷馬達設計 
6.可清掃垃圾項目：大至磚塊、貼地薄紙，小至塵土皆可清掃 
7.使用時間：充電一次約可使用 3.5 小時(以上 (含)) 
8.充電器規格：24V*10A 
9.充電機型式：全自動式，電池充飽之後自動斷電，微電腦全自

動控制 (均質充電式) 
10.垃圾箱容量：42 公升以上(含) 
11.重量：約 98 公斤(不含電池)，約 150 公斤(含電池) 
12.保固期：1 年 
13.附說明書 

2 組 63,000 126,000
維持體育場館

清潔安全，以利

體育教學進行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1.原
A051 
體-2 

2.變更

項目名

稱 

A038 
體-3 

多功能全身

垂直律動機

1.參考型號：AV004A 或同等品 
2.頻率：約 2~ 8 Hz 
3.振幅：約 10 mm 
4.操控設計：遙控器 
5.操控程式：7 段(以上(含))頻率速度調整 + 3 段以上(含) 自動 
  程式 
6.操作時間：每次約 15 分鐘 
7.外形結構：高硬度鋼體結構或同等品 
8.產品尺寸：長約 840mm X 寬約 800mm X 高約 360 mm 
9.承載重量：最大載重約 220kgs 
10.電源：AC100~120V 50/60Hz ；最大消耗功率 750W 以下(含)
11.保固期：3 年 
12.附說明書 

1 組 148,000 148,000
提升本校學生

體適能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原 A052 
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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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39 
體-4 

RF 中長跑走

測定器 

1.參考型號：RF900-ZP 或同等品 
2.主機控制台 (含資料記憶裝置)：數量 1 台，可 20 人同時檢測，

可根據需要選擇 800 公尺、1600 公尺、5000 公尺中長跑測試項目。

採按鍵及 RF 卡雙重資料鍵入及傳輸(或同等品)。螢幕為 LCD 中

文顯示具有背光設計，全程提供語音提示，顯示解析度

60*105DPI，以上(含)，或同等品。可儲存記憶資料 15000 筆資訊，

(以上(含))。主機與電腦採 2.4G 無限數據 傳輸，有效傳輸距離 100
公尺，(以上(含))。 
3.主機支架：數量 1 台，主機支架帶有滾輪，可以輕便拖動，寬

大按鍵觸控設計 
4.發令器：數量 1 台 
5.腕錶：可與主機相容之腕錶，數量 20 支，液晶顯示，測試過程

 中可顯示測試圈數和成績，具有自動計時、計圈功能，或同等品

6.電力：AC110V-220V，50HZ，DC 9V 
7.保固期：3 年 
8.附說明書 

1 組 168,000 168,000
基本體能檢測

及 5000 公尺檢

測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1.原
A053 
體-4 

2.變更

規格 

A040 
體-5 

等速腿部推

蹬訓練機 

1.參考型號：LG3000 或同等品 
2.操作模式：觸控式儀表板 
3.主要材質：鋼材支架或同等品 
4.電源：AC motor；Max. 750W 以上(含) 
  Voltage: AC100~120V 50/60Hz，AC200~240V  50/60Hz 
5.電壓：AC100~120V  50/60Hz 
6.功能規格-等速向心訓練：Draw Speed :70 ~ 300 mm/sec。 
  Release Speed：70 ~ 300mm/sec。Draw Force Setting：3~ 150 kgs。
  Release Force Setting: 4 ~ 150kgs。Overload limit：Max. 約 375 kg
7.功能規格-等速離心訓練：Draw Speed : 70 ~ 180mm/sec。 
 Release Speed：70~150 mm/sec。Draw Force Setting：11 ~ 50 
 kgs。Release Force Setting: 10 ~ 40 kgs。 
 Overload limit：Max. 約 375 kg 
8.功能規格-等長訓練：Overload  limit：Max. 約 375 kg 
9.產品尺寸：長約 1060mm X 寬約 590mm X 高約 290 mm 
10.保固期：3 年 
11.附說明書 

1 組 460,000 460,000
提升本校學生

體適能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原 A054 
體-5 



102/9/3 修訂版 

59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41 
體-6 

WBGT 熱中

暑指數計 

1.參考型號：TM-188D，或同等品 
2.功能-綜合熱指數(WBGT)：室內&室外無日照：量測範圍 0~59
℃，解析度 0.1 ℃，誤差範圍 @15~40℃±1.0 ℃。室外日照： 
  量測範圍 0~56.0℃，解析度 0.1℃，誤差 範圍@15~40℃ ±1.5
℃ 
3.功能-乾球溫度 (TA)：量測範圍 0~50.0℃，解析度 0.1℃，誤差

範圍@15~40℃ ±0.8℃ 
4.功能-黑球溫度 (TG)：量測範圍 0~80.0℃，解析度 0.1℃，誤差

範圍@15~40℃ ±0.6℃ 
5.功能-濕度 (%RH)：量測範圍 1%-99%，誤差範圍±3.0%RH 
  (20~80%)±5.0%RH(80%)，解析度 0.1% 
6.功能-露點溫度(DEW)：量測範圍-35.3~48.9 ℃，解析度 0.1 ℃
7.功能-濕球溫度(WET)：量測範圍-21.6~50.0 ℃，解析度 0.1 ℃
8.顯示更新率：每秒 1 次以上 (含) 
9.電源：電池、AC100~240V 轉 DC9V/0.5A(9mm)變壓器 
10.顯示器：52mm(W) x 36mm(L)單色 LCD 和背光 
11.附件：電池、操作說明書、手提箱、附大型專用腳架、

AC100~240V，DC9V/0.5A(9mm)變壓、USB 連接線、程式安裝光

碟 
12.保固期：3 年 

1 組 11,000 11,000
基本體能檢測

及 5000 公尺檢

測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1.原
A055 
體-6 

2.變更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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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42 
體-7 

照明太陽能

紫外線三合

一測光儀 

1.參考型號：TM-208，或同等品 
2.規格：切換範圍：400.0μw/cm2,400μw/cm2,4000μw/cm2, 
  20mW/cm2。解析度：0.1μw/cm2,1μw/cm2,0.01mW/cm2。 
準確度：±4(%FS + 2 位)滿刻度。感應器波長：320~400 nm(UVA)
 。波峰：365 nm。感應器：光二極體及濾光片 
3.太陽能功率規格：切換範圍：40.00uw/m2,400.0uw/m2, 
  4000uw/m2,2000W/m2/13Btu(ft2．h),127 Btu (ft2．h),634 
  Btu(ft2．h)。解析度 ：0.01 w/m2,0.1 w/ m2 ,1W/m2/0.01  
  Btu(ft2．h), 0.1 Btu(ft2．h),1 Btu(ft2．h)。準確度：範圍± 10W/m2 
  [ ±3 Btu / (ft2*h) ] or±5%，無論是市區及郊區在日光，額外溫度

造成錯誤在 ±0.38W/m2 /°C [ ±0.12 Btu/ (ft2*h)/ °C] from 25°。 
感應器波長：400~ 1100 nm。自動顯示範圍：0.01uW/m2  
  ~2000W/m2、0.01BTU /(ft 2*h) ~634 BTU/(ft2*h) 
4.面板：液晶螢幕顯示(或同等品) 
5.感知器：二極體(或同等品) 
6.取樣速率：4 次 /秒，以上(含) 
7.電源開關：手動及約 30 分鐘自動關閉功能(或同等品) 
8.資料傳遞：電腦由 USB 介面輸入(或同等品) 
9.電源：電池、AC to DC 9V/300mA 變壓器 
10.尺寸：長約 130mmx 寬約 56mm x 高約 38 mm 
11.操作溫度與濕度：5°C~40 °C，below 80%RH 
12.儲存溫度與濕度：-10°C to +60°C 
13.配件：使用手冊，電池，攜帶式保存盒, MINI USB 4P 
  (MALE) to USB A Type 傳輸線，桌面程式安裝光碟，電源供 
  應 DC9V(300mA)，感光線長 1.0M 以上(含) 
14.保固期：3 年 

1 組 23,000 23,000
基本體能檢測

及 5000 公尺檢

測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原 A056 
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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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43 
體-8 

紅外線二氧

化碳分析儀

1.參考型號：ST-501，或同等品 
2.功能規格：3 個獨立感應器：二氧化碳、濕度、溫度感應器。二

  氧化碳感應器使用者可自行校正，或同等品。五萬筆以上 
  (含)記錄功能。USB 下載。時間設定與保存日期記憶電池品。

鎖定最大讀值與最小讀值。具二氧化碳濃度超出設定標準(過高或

過低)時警報與蜂鳴器提示之功能。 
3.二氧化碳感應器：感應器：採用 Non-dispersive  infra-red  
 (NDIR)，或同等品。測量範圍：0~9999 ppm (2001~9999 ppm 
  over range)。準確性： ±75ppm,±8% of reading (0~2000 ppm)。
  解析度：±1 ppm。反應時間：2 seconds 以下(含)。 
4.濕度感應器：感應器：採用 CMOSens，或同等品。測量範 
  圍：1% ~99%。準確性：±3.0%RH(20~80%) ±5.0%RH(80%)。
  解析度：0.1%以上(含)。反應時間：8 Seconds 以下(含)   
5.溫度感應器：感應器：採用 Thermistor，或同等品。測量範 
  圍：0 to 50°C。準確性：±0.5°C from 0-50°C。 
  解析度：0.1°C 以上(含)。反應時間：1seconds 以下(含) 
6.電源：電池：Four AA  Alkaline Batteries x4。 
外接變壓器：6V VDC with 0.5A 
7.附說明書 
8.保固期：3 年 

1 組 11,000 11,000
基本體能檢測

及 5000 公尺檢

測 
體育室 

1-2-G-體育室

-102 學年-2
及其附件 1/ 

p.68/281 

原 A057 
體-8 

A044 
嘉-1 

嘉義分部無

線基地台 

1 支援 IEEE 802.11a/b/g/n 無線網路傳輸標準，可達 600Mbps（含）

以上無線傳輸速率。 
2.具備三個乙太網路埠，並至少提供一個 10/100/1000 Mbps 乙太

網路埠，支援 802.3af POE，可透過網路線供電。 

1 ST 1,000,000 1,000,000

提供優質網路

速率供師生學

習與教師精進

教學內容。

嘉義分部 
圖資組 

1-2-G-嘉義校

區圖書資訊

組-102 學年

度-5/ p.69 

原 A058 
嘉-1 

A045 
嘉-2 

廣播系統用

前後級放大

器 

1.廣播系統用前後級放大器 AC110V 參考型號 CYC TSC-3050 或

同等品 
2.吸頂式喇叭、有線麥克風、控制面板、麥克風插孔與筆電插座

13 ST 30,000 390,000
提供教室完善

之教學設備。

嘉義分部 
圖資組 

1-2-G-嘉義校

區圖書資訊

組-102 學年

度-9/ p.69 

1.原
A059 
嘉-2 

2.變更

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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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46 
護-1 

全自動高壓

滅菌鍋 

1.內桶容量:直徑約 26 公分× 深 47 公分，約 24 公升 
2.消毒溫度:可達 121℃ 1.2Kgs/每平方公分 (含)以上 
3.乾燥方式:電熱管乾燥 
4.主要裝置：具壓力表、60 分(含)以上定時器、指示燈、消毒/乾
燥開關、消毒溫度調整器 、排氣閥、排水閥、安全閥、操作 

  完成自動切電附警報、過熱停止加熱附警報、貯水箱約 7 公升

(含)以上 
5.內桶、貯水箱、消毒盒材質：SUS304 不鏽鋼 
6.電源：110V AC 附電源線 

2 PC 80,000 160,000

1.五專微生物

實驗 
2.四技微免學

暨實驗 

護理系-基醫

組 

1-2-G-護理系

-102 學年度

-1/ p.62 

原 A060 
護-1 

A047 
護-2 

醫療氣體出

口座 

1.移動式附輪，並具剎車功能 
2.具床邊櫃及氣體出口座雙重功能 
3.氧氣、真空出口座各 1 組 
4.雙連插座 1 組 
5.單切開關 1 組 

3 PC 66,666.66 200,000
內外科情境技

能教學 
護理系-內外

科組 

1-2-F-護理系

-103 學年度

/P.58 

原 A061 
護-2 

A048 
護-3 

心肺復甦術

訓練模型 

1.符合 2010 國際心肺復甦標準 
2.全身式假人模型 
3.全面可拆式臉皮 
4.具可拆式衣服、褲子 
5.可移動之下顎部 
6.胸部具正確解剖按壓位置，可進行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壓;也可進

行氣道開放 
7.具腹部氣囊 
8.可人工模擬頸動脈博 
9.內建節拍器：頻率約 100 次/分鐘(含)以上 
10.電源驅動：110V (交直流兩用) 
11.LED 記錄指示器 

4 ST 90,000 360,000
適用於各學制

急救課程用

護理系-內外

科組 

1-1-D-護理系

-103 學年度

-4/ P.24 

原 A062 
護-3 

A049 
護-4 

新生兒沐浴

模型 

1.男寶寶 x1、女寶寶 x1 為 1 組 
2.一體成型，肢體不可拆解 
3.可供實習項目：新生兒沐浴實習、臍帶脫落前後處理實習、全

身觀察、浣腸實習、衣類交換著脫、耳鼻腔清洗護理、大小泉門

觸診、授乳實習、嬰兒體操、直腸檢溫 

2 ST 60,000 120,000

四技產科護理

學暨實驗 
五專產科護理

學實驗 

護理系-產兒

科組 

1-2-F-護理系

-103 學年度

/P.57 

原 A063 
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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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50 
護-5 

臀部肌肉注

射模型 

1. 模型：仿成人女子臀部形狀(臀圍約 90-120 公分)，含警示器，

警示器與模型為分離式，提供臀部肌肉注射練習 
2. 標準配件：女子臀部模型 x1 組、正確和錯誤顯示箱 x1 組、

AC/DC 轉接器 x1 組、9V 乾電池 x 1 顆、部位傳感器 x1 組、

注射部位傳感器：左右各 1 個、側臥位用台座 x1 組、專用 
    收納盒 x1 組 

2 PC 80,000 160,000
各學制基本護

理學實驗課程

用。 

林口護理系-
基護組 

1-2-F-護理系

-103 學年度

/P.57 

原 A064 
護-5 

A051 
通自-1 

往復式振盪

槽 

1.溫度範圍：室溫加 5℃～100℃ 
2.精確度：±0.02～0.05℃ at 37℃ 
3.溫度控制：可同時顯示數字設定及顯示溫度 
4.攪拌：利用振盪及內部循環器 
5.加熱器：1200W(含)以上 
6.速度控制：10～200r.p.m 電子式無段調速及指針式轉速表指示

7.振盪距離：0.5"或 1.5"可調 
8.材質：水槽 SUS-304，外殼鋼板烤漆 
9.振盪盤尺寸：W 約 400mm,D 約 300mm 
10.槽內尺寸：W 約 610mm,D 約 365mm, H 約 190mm 
11.外部尺寸：W 約 900mm,D 約 435mm, H 約 430mm 
12.電源：AC110/220V 60Hz 
13.含夾具，可夾 50ml 燒瓶約 30 個 
14.附設備使用說明書。 
15.保固期限：一年，附保固書 

10 ST 36,400 364,000
更新化學實驗

室及科學教室

加熱器材 

通識教育中

心自然學科

1-2-G-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1/ 

P.67 

原 A065 
通自-1 

A052 
通自-2 

低壓高頻電

子流測試器

1.偵測距離：50m/m-350m/m 
2.偵測器：能偵測波函數約 380nm – 780nm 
3.波函數電子流：依波長可測得之值至少有 3 組數，且有電子流

流向性 
4.保固期限：二年，附保固書 
5.附設備使用說明書。 

18 ST 25,000 450,000
新增實驗單

元，增進生活科

學教學內容

通識教育中

心自然學科

1-2-G-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2/ 

P.67 

原 A066 
通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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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53 
通英-1 電腦 

1.作業系統：Windows 7 home premium 64 bit(含以上) 
2.CPU：Intel 第 3 代 i7-3770 四核 Ivy Bridge (或同等品) 
3.記憶體：16 GB(含以上)DDR3 
4.硬碟：INTEL 330 系列 180G 固態 SSD 硬碟(或同等品)  
5.資料儲存：SATA3 HDD 硬碟 2TB(含以上)*1 個 
6.區域網路：10/100/1000Mbps 
7.前面板輸出端子：4 合一讀卡機 1 個、耳機 1 個、麥克風 1 個、

USB 3.0 2 個 
8.後面板輸出端子：USB 3.0 2 個、USB 2.0 2 個、RJ45 LAN 1 個、

D-sub 1 個、HDMI 1 個、Line-In/Line-Out(Front L/R)/Mic-in 1 個、

Back Surround LR/Side Surround LR/Center LFE1 個 
9.內建 DVD 光碟燒錄機 
10.內建還原卡 
11.含保固卡、電源線 
12.注意事項： 
(1)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一年，保固期內產品故障，免費

到校收送維護。 
(2)含安裝及配線至校方指定地點。 
(3)附中文操作說明書。 

2 ST 24,000 48,000
更新語言教室

教師端設備

通識教育中

心外語學科

1-2-G-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3 

/P.67 

原 A067 
通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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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54 
嘉護-1 

高級心臟救

命術訓練模

型(進階版)

1.參考型號：Laerdal Megacode Kelly(200-05050+200-30001)或同等

品 
2.功能特性 
2-1 可評估瞳孔大小，包含正常、擴大及收縮。 
2-2 可適用各種口/鼻咽插管訓練，包括標準氣管內管插管、喉罩

(LMA)、光源導引插管、食道氣管插管、逆行性氣管內管插管等。

2-3 擬真之成人氣道，可提供各式標準給氣及輔助氣道使用，及模

擬氣道阻塞困難插管情境，及手控舌頭腫脹。 
2-4 可提供多種組合之正常及異常心電圖複合波，供學習者判讀心

電波型。 
2-5 可觸診兩側頸動脈、肱動脈及橈動脈，脈搏強度及心跳速率變

化。 
2-6 可執行環狀軟骨外科切開及穿刺術處置。 
2-7 可執行胸部減壓(單邊胸腔穿刺及鎖骨中部和腋中部)處置。 
2-8 可控制血壓模擬真實手臂觸診及聽診(包括收縮壓、舒張壓、

聽診間隙及音量大小)。 
2-9 周邊靜脈注射手臂可直接注射或滴注給藥。 
2-10 具有判讀心音、呼吸音及腸道音功能。 
2-11 適用各廠牌心電圖監視器，及可配合臨床電擊去顫器及心律

調節器使用。 
2-12 四肢肢體具關節，可供戶外演練、病患搬移及住院病患照護

訓練。 
2-13 可搭配生理模擬監視器：顯示生理波形與數值，包括 ECG、

SpO2、ABP、NIBP、RR、Temp、12-Lead ECG。 
3.標準配備 
3-1 5.7 吋彩色觸控式面板×1 組：提供操控訓練模型功能特性、生

理參數，及編輯劇情(如劇情大綱、病情描述、學習目標、物品準

備)及建立學習者檔案。 
3-2 無線訊號連接器×1 組 
3-3 鋰電池×1 組 
3-4 生理模擬監視器×1 組：功能可顯示生理波形與數值，包括

ECG、SpO2、ABP、NIBP、RR、Temp、12-Lead ECG。 
3-5 假人頸皮×5 片、環甲膜膠帶卷×1 卷、瞳孔更換組×1 組、專用

潤滑噴劑×1 瓶、假人衣服×1 件、原廠提袋 1 個。 

1 組 700,000 700,000

急重症模擬情

境教學及

ACLS 證照訓

練使用 

嘉義     
護理系 

1-1-D-嘉義校

區護理系

-103 學年度

-2/ p.24 

原 A068 
嘉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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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55 
嘉護-2 

液態固化系

統(製冰機)

1.參考型號：BREMA GB902 或同等品 
2.外徑尺寸：約 W500×D660×H690 mm 
3.箱體及製冰室材質：需為不鏽鋼 
4.日產量：每天至少需有 90 公斤 
5.儲存量：每天至少需有 20 公斤 
6.冷煤種類：採環保冷煤 R404A 
7.製冰水源: RO 造水機，可接 40 公升/小時  
8.製冰過程為全自動方式 
9.製冰種類：需為細碎冰或更細 
10.冷却散熱方式：水冷 
11.耗電功率：550 W(含)以下 
12.電源：220V 
13.基本配件: 抗菌濾心×1 組、細碎冰造冰模組、特殊供應水接頭

14.需提供生物安全認證(BioCerified)資料文件 

1 組 120,000 120,000

生化實驗室實

驗課程使用(單
元-西方墨點

法、酵素反應、

自製冰淇淋、溫

度計校正、反應

動力學、環境中

的微生物、牛奶

中細菌的檢驗)

嘉義     
護理系 

1-2-G 嘉義校

區護理系

-103 學年度

-1/ p.63 

原 A069 
嘉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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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56 
嘉護-3 

高級心臟救

命術訓練模

型(基礎版)

1.參考型號：Laerdal Megacode Kelly(203-05050+200-30001)或同等

品 
2.功能特性 
2-1 可評估瞳孔大小，包含正常、擴大及收縮。 
2-2 可適用各種口/鼻咽插管訓練，包括標準氣管內管插管、喉罩

(LMA)、光源導引插管、食道氣管插管、逆行性氣管內管插管等。

2-3 擬真之成人氣道，可提供各式標準給氣及輔助氣道使用，及模

擬氣道阻塞困難插管情境，及手控舌頭腫脹。 
2-4 可提供多種組合之正常及異常心電圖複合波，供學習者判讀心

電波型。 
2-5 可觸診兩側頸動脈，脈搏強度及心跳速率變化。 
2-6 可執行環狀軟骨外科切開及穿刺術處置。 
2-7 可執行胸部減壓(單邊胸腔穿刺及鎖骨中部和腋中部)處置。 
2-8 週邊靜脈注射手臂可直接注射或滴注給藥。 
3.適用各種廠牌心電圖監視器，及可配合臨床電擊去顫器及心律

調節器使用。 
4.四肢肢體具關節，可供戶外演練、病患搬移及住院病患照護訓

練。 
5.標準配備需求 
5-1 5.7 吋彩色觸控式面板×1 組：提供操控訓練模型功能特性、生

理參數，及編輯劇情(如劇情大綱、病情描述、學習目標、物品準

備)及建立學習者檔案。 
5-2 無線訊號連接器×1 組 
5-3 鋰電池×1 組 
5-4 假人頸皮×5 片、環甲膜膠帶卷×1 卷、瞳孔更換組×1 組、專用

潤滑噴劑×1 瓶、假人衣服×1 件、原廠提袋 1 個。              
6.含指導及教育訓練教學:驗收後 6 個月內完成二場次，每場次 2
小時的教育訓練。且須負責師資及教材 

1 組 400,000 400,000

急重症模擬情

境教學及

ACLS 證照訓

練使用 

嘉義     
護理系 

1-1-D-嘉義校

區護理系

-103 學年度

-2/ p.24 

原 A070 
嘉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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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57 
嘉護-4 

護理工作車

(塑鋼) 

1.塑鋼材質 
2.整體色系：米灰色車體＋粉綠色配件 
3.車體結構尺寸：鋁合金、金屬結構，約 L:750ｘW:600ｘ 
H:1000Hmm 
4.工作台面：材質 ABS 塑鋼，約 L:600ｘW:450ｘH:40mm，附透 
明 PVC 桌墊 
5.藥品分隔欄(A1 型)：鋼條外覆 PE，約 L:600ｘW:85ｘH:70mm 
6.側邊掛盆：附三片分隔板，ABS 塑鋼、約 L:450ｘW:147 
ｘ:120mm 
7.側邊掛籃：鋼條外覆 PE 材質，尺寸：約 L:387ｘW:140ｘH:160mm 
8.空針收集筒組：單/雙/三筒式 
9.腳踏掀蓋垃圾筒：PP 材質，尺寸：約 L:400ｘW:170ｘH:478mm，附分

隔蓋及垃圾桶蓋，腳踏式升降 
10.底盆規格：PP 材質，尺寸：約 L:600ｘW:550ｘH:160mm 
11.輪具規格：PU 輪面，塑鋼外殼（前 2 輪附煞車，後 2 輪無煞車） 
12.抽屜組合型式（ABS 塑鋼＋鋁合金承架) 
12-1 小抽屜尺寸：約 L:600ｘW:430ｘH:800mm 
12-2 中抽屜尺寸：約 L:600ｘW:430ｘH:1600mm 
12-3 大抽屜尺寸：約 L:600ｘW:430ｘH:2400mm 
13.藥盒組 
13-1 大藥盒組尺寸：約 L:600ｘW:450ｘH:1000mm（2ST/層，前後配置，

每 ST 附 4 藥盒） 
13-2 小藥盒組尺寸：約 L:600ｘW:450ｘH:1000mm（2ST/層，前後配置，

每 ST 附 5 藥盒） 

4 台 45,000 180,000

模擬情境病房

及客觀結構式

測驗教室

OSCE 技考使

用 

嘉義     
護理系 

1-2-D 嘉義校

區護理系

-103 學年度

-2/ p.49 

1.原
A071 
嘉護-4 
2.變更

數量 

A058 
幼-1 

ㄅㄆㄇ數位

語言學習筆

金手指 

01 溝通筆尺寸：長約 17.5 公分 x 寬約 2.6 公分 x 高約 2.6 公分 
02 溝通筆重量：約 41g (不含電池)；約 66g  (含電池) 
03 溝通筆電力：電池 4 號(3A)兩顆 
04 溝通筆記憶體：使用 SD 卡或同等品、容量 2 G（含）以上 
05 配件：5-1 溝通筆(含筆套、吊帶) ×1 支   
5-2 ㄅㄆㄇ拼音版面×1 組，材質為專利底碼列印圖文軟體製作 
5-3 音樂版面×1    
5-4 萬用簿一本 
5-5 核心字彙、核心字彙大圖練習版面 30 張以上 
5-6 使用手冊一本 06 此項科技輔具主要功能為溝通與正音練習。 
07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一年 
08 本案履約期限 60 日，得標廠商須於履約期限屆滿前 7 日完成交貨(含
安裝)，以利得標廠商與校方請購部門進行測試驗收。 
09 參考型號 V-PEN 或同等品。 

1 ST 40,000 40,000
特殊幼兒教育

課程實務練習

使用 
幼兒保育系

1-2-G-幼兒保

育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5/275 

原 A072 
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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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59 
幼-2 

全身心肺復

甦嬰兒模型

01 全身心肺復甦嬰兒模型本體：01-1 可模擬訓練心肺復甦術之全身式嬰

兒。 
01-2 人為產生肱脈搏搏動。 
01-3 自然位置時，呼吸道為關閉狀態，模擬失去知覺的人舌頭阻塞住呼

吸道的情形。 
01-4 可移動的下巴，允許執行各式呼吸道開啟。 
01-5 可模擬頭頸過度曲張時之氣道阻塞。 
01-6 擬真的吹氣及胸外按壓之感覺。 
01-7 通氣氣流偵測可到 ml 程度，且正確與否，假人可發出提示聲；音量

大小可調整。 
01-8 正確之胸外按壓深度為 38-40 mm(AHA/G2010 規範 1/3 AP height 或
1,5 inch)；最深可壓 45mm。 
01-9 允許二指按壓法或環胸拇指按壓法。 
01-10 具全面可拆式橡膠臉皮及可拆式肺袋(含氣道)，方便更換。 
01-11 以 1 顆 1.5 伏特一號鹼性電池為電源驅動，或允許 AC 電源供電。

02 附件 
02-1 人工氣道組×5 組 
02-2 面皮×2 張 
02-3 清潔用酒精棉片×1 盒 
02-4 專屬衣服×1 件 
02-5 1.5 伏特鹼性電池×1 顆  
02-6 提箱 
02-7 中文說明書一份 
03 單機版監測儀：03-1 可監測即時心肺復甦訓練品質狀態，包括:胸外按

壓深度(depth)、回彈與否(recoil)、頻率(rate)、通氣量(volume)。 
03-2 可檢視心肺復甦品質成果，包括胸外按壓分數、通氣分數、總共花

費時間、胸壓時間比，方便課後回饋討論(Debrief)。 
03-3 此監測儀也適用挪度新版心肺復甦安妮。 
03-4 電力來源來自假人主體。 
04 保固期一年 

5 ST 55,000 275,000
托嬰實務課程

實務練習使用
幼兒保育系

1-2-G-幼兒保

育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5/275 

1.原
A073 
幼-2 

2.變更

規格 

A060 
保-1 迴旋震盪器

1.參考型號: GeneCompany G500D 或同等品。2.轉速範圍 10~250 rpm 可

調整。3. 面板:雙螢幕數字顯示實際轉速及設定轉速。4. 振盪盤尺寸≧

W300mm x D250mm。5.迴旋振幅: 25~35 mm 可調整。6.計時器：0-999
時/分/秒且操作完畢會有警示音。7.振盪架：表面需防滑處理並可架設雙

層培養架。8.顯示幕：雙色 LED 顯示。9.按鍵：觸控式。10.面板防水防

塵等級：需符合 IP67 等級。11.散熱口需位於兩側。12.電源 110V, 60Hz。
13.附件：(1)可雙層防滑振盪架×2 組(2)震動/亮光培養計時器×2。14.操作

手冊及保證書各 2 份。15.保固期限至少一年。 

1 台 20,000 20,000
生化實驗、專題

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74 
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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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61 
保-2 恆溫培養箱

1.參考型號型號 GeneCompany G80D 或同等品。2.溫度顯示範圍

-10℃～80℃。3.溫度精確度± 0.1℃。4.溫度控制器：採用微電腦

全自動 PID 控制器,LED 數位雙顯示。5.材質(1)內槽不銹鋼 SUS 
#304(2)外殼鍍鋅鋼板烤漆。6.內部尺寸：W500 x D400 x 
H400mm。7.內部尺寸 W560x D550 x H660mm。8.觀測門：需內

建玻璃觀測門。9.安全裝置：具高溫及低溫斷電功能。10.循環裝

置：微風送風循環風速可調。11.電源：110V, 60Hz。12.附件(1)活
動式棚架×2(2)底部一字凸Bellcell細胞樣品培養瓶組×1(3)震動/亮
光培養計時器× 1。13.操作手冊及保證書各 2 份。14.保固期限至

少一年。 

1 台 40,000 40,000
生化實驗、專題

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75 
保-2 

A062 
保-3 冷凍離心機

1 最高轉速至少 18000rpm。2.最大離心力至少 23000 x g。3.最大

處理量 6 x100ml。4.顯示幕 LCD 黃色背景光。5.時間範圍 99 小時

59 分 59 秒自由設定。6.溫度範圍-20℃~+40℃，CFC free 環保冷

煤，具預冷功能。7.面板防水防塵等級：需符合 IP67 等級。8。溫

度輸出訊號：需相容於本部中央溫度監控系統。9.溫度異常：可

接無線發報機簡訊警示。10.記憶系統：90 組記憶可記憶常用轉

速、時間、溫度、Rotor 編號。11.安全裝置：馬達驅動式門鎖設

計、平衡檢知系統。12.微量盤轉子：可選擇管柱過濾式 2ml×24
轉子。13.微量盤轉子可選擇 96 孔盤×8 轉子 14.辨識系統：轉子自

動辨識系統。15.控速系統：10 段加/減速控速可供選擇。16.馬達

規格：採用免保養變頻式無碳刷式馬達。17.電源：220V / 60Hz 
/660W。18.附件：(1).水平轉子 4x150ml,5000 rpm,3500xg(2)至少

28 孔採血管組件(3)15~20ml× 28 組(Ø 17mm、L:90-150mm)(4)多孔

離心組件 50ml x 4 組(5)多孔離心組件 15ml x 8 組。19.操作手冊

及保證書。20.保固期限至少一年。21.參考廠牌 Hermle 或同等品。

1 台 300,000 300,000
生化實驗、專題

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77 
保-4 

  合計   31,09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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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購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63 
保-4 冷凍乾燥機

1.參考廠牌型號 GeneCompany G450 或同等品。2.樣品口：可接微

量水份感測電極。3.凍乾計時：外部震動/亮光/蜂鳴警示。4.凍乾

能力：批次約 5 Liters。5.壓縮機至少 3/4HP。6.最低溫-50℃。7.
不鏽鋼冷凝線圈面積至少達 1,200cm2。8.輸出訊號：需相容於本

部中央溫度監控系統。9.真空控制閥：12 組全獨立控制真空度。

10.真空閥倉：透明筒狀尺:W180mmxT10mmxH250mm。11.真空

閥：使用 3/8、1/2、5/8 三合一,12ports 使用 ψ60,ψ90(mm)二合一

真空瓶接頭 12.真空幫浦：內建式,真空壓力可達 5x10-4 Torr,排氣

量至少 120L/分。13.溫度顯示器：數字式,可顯示冷盤及樣品溫度。

14.真空計：0-2000 mTorr 熱偶式真空計 0-11mv9.3Ω。15.電源：

110V, 60Hz.10A。16.附件：(1)凍乾容器×12 組高真空用油×1galon 
(2)操作手冊及保證書 17.保固期限至少一年。 

1 台 320,000 320,000
生化實驗、專題

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78 
保-5 

A064 
保-5 

迴轉式振盪

培養箱 
(桌上型) 

1.工作範圍：0 ~ 60℃。2.控制方式： P.I.D。3.穩定度：± 0.01℃。

4.偵測器： PT 100 Ω。5.電熱器：700W 以上(含)。6.振盪速度：

20 ~300 rpm,可調整,數位顯。7.迴轉直徑：2.54 cm。8.定時器：0-999/
分鐘或 0-999/小時可選擇設定 9.尺寸 (cm) (1)平台約寬 52x 長 39 
(2)內部尺寸約寬 58x 長 42x 高 56 (3)外部尺寸約寬 67x 長 68x 高

96.5。10.電源：110/220V 60/50Hz。11.保固 1 年。12.附說明書一

份。 

1 台 98,500 98,500
液態微生物培

養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79 
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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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65 
保-6 

氧化應激分

析儀 
(桌上型) 

1.樣品採樣：限非侵入式(免抽血、免組織切片)取液。2.檢測項目

8-hydroxy-2-deoxyguanosine 鹼基及肌酐素。3.參考指標：自由基

氧化壓力值。4.量測時間提示：震動/聲光/聲響三種警示選擇模

式。5.量測載體：(1)需配置 8-OHdG/肌酐素比對模組(2)雙通道設

計(3)白色去背景片。6.濃度範圍：需包含 8OHdG 鹼基(1.0
400ng/mL), 肌酐素(101000mg/dL)在雙倍稀釋背景。7.樣品量：

不大於 100μL each for 8OHdG 鹼基 and 肌酐素。8.量測原理：需

採用免疫層析法及 Jaffe 法。9.反應時間：需不大於 6 分鐘。10.
反應環境溫度：1830 ℃/溼度: 3080%。11.反應室(1)全遮光(2)
抽拉式設計。12.量測軟體(1)具計算，比對及編輯功能(2)需能輔助

輸入修正因子(3)後端管理程式可查詢歷史資料，以報表方式查詢

並列印輸出(4)以文字檔形式儲存，並可以輸出到 Excel 中使用。

13.輸出介面(1)需相容於本系現有資料庫之訊號格式(2)具 USB 傳

輸介面。14.電源指示燈：具有警示燈指示。15.資料處理器：(1)CPU
參考型號 Intel Core i5-2320 四核(3.0G)或同等品(2)8G 以上(含)記
憶體/500G 硬碟或同等品(3)Win8 作業系統或同等品(4)DVD 燒錄/
多合一讀卡機。16.電源 110V，60Hz。17.附件(1)量測載體×20 組

(2)操作手冊及保證書。 

1 台 639,000 639,000
生化實驗、專題

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87 
保-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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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66 
妝-1 

C5FF 專業教

室多媒體影

音系統 

一投影機  數量︰1 台 
1.畫面 4:3  2.解析度 1024*768(含)以上，可支援 UXGA, SXGA+ 
3.亮度 4000ANSI(含)以上，對比 3000:1(含)以上(配合教室內 150 吋布幕) 
4.具鏡頭位移及 Perfect Fit 功能方便調整畫面 
5.(網路簡報及訊息顯示功能)    6.鏡頭 ZOOM 1.7 倍(含)以上 
7.輸入 HDMIx1，D-SUB 15P*1,5BNC*1,VIDEO*1,S-VIDEO*1,獨立色差*1(含)以
上 
8.介面 RS-232C*1, USB*3, RC jack*1, RJ45*1(含)以上 
9.具鏡頭位移及數位垂直/水平梯形修正功能 
10.具快速開機及直接關機功能     11.視訊相容 480i.480p.720p.1080i.1080p 
12.交貨時檢附保固(3 年)證明，以確保維修服務品質 
二投影機專用吊架 數量 2 組： 
需提供投影機專用型吊架，上下架之間管身需為一支成型，不可大管與小管以螺

絲相接 
三雙頻無線麥克風組數量 2 組： 
1.具有自動掃瞄功能，可自動搜尋不受干擾頻道，並鎖定不受干擾的工作頻道 
2.須具 RS-232 電腦控制介面，可同時串接 64 個(含)以上接收機到電腦 
3.具雙調諧器自動選訊接收 
4.每一組接收機及麥克風，須具 10 個(含)以上群組，及 112 個(含)以上頻道供任意

選擇 
5.接收機面板須具顯示幕，並具 RF/AF 及自動選訊信號強度，發射器的電池容量

6.需可設定群組、頻道、頻率、使用者名稱、靜音水準、靜音開關及位址等功能

7.具 XLR 平衡式聲音輸出 
8.須提供領夾式麥克風 1 組(含)以上及手持式麥克風 1 支(含)以上，發射器亦須具

LCD 液晶顯示幕 
四自動迴授抑制器數量 2 台︰ 
1.具 3 組(含)以上輸入(2 組平衡(XLR)麥克風、1 組不平衡式線性) ，具 3 組(含)以
上輸出(2 組平衡、1 組不平衡式線性) 
2.麥克風輸入具幻象電壓供應 
3.輸入可依演講(唱)者移動時，音量自動調整感度，追蹤音源以達到最佳清晰度，

並保持最大增益輸出，需可提升增益至 12dB(含)以上而不可產生回授 
4.需能自動測試音場環境特性，可切換移頻 5Hz 或遮沒音處理的模式來抑制迴授

5.取樣頻率≧32KHz    6 失真率≦0.1%   7.訊噪比≧90 dB 
五擴大機數量 2 台︰ 
1.需內建 DSP 24 位元 
2.至少 6 軌(含)以上麥克風及 4 組(含)以上立體聲音輸入 
3.具麥克風低頻濾波功能，可截除麥克風 80Hz(含)以下的低頻聲音 
4.具音樂動態擴展調整功能 
5.需具備自動調音功能，開機前麥克風及音樂音量需自動調至預設值，並具最大電

平限制功能 
6.至少 4 組(含)以上複合影像輸入及 2 組(含)以上複合影像輸出 
7.具 1 組前置及 1 組含)以上錄音輸出 8.需具一組(含)以上外接迴授抑制輸出/入端

9.功率輸出≧135 Wrms*2/@8Ω(含)以上 
10.需有無線全功能遙控 

1 組 220,000 220,000

美容儀器實務

髮型設計實務

遺體美容 
服裝造型實務

新娘整體造型

實務 
特效化妝 

指甲彩繪實務

化妝品 
應用系 

1-2-G-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6/276 

原 A088 
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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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六喇叭數量 6 支︰ 
1.最大功率: 45W 以上(含)     2.音壓(30W/1W): 105 / 90dB (SPL) (含以上) 
3.頻率響應(-10dB): 100Hz-18.5KHz 或更寬，檢附原廠頻率響應表 
4.輻射角(1KHz,-6dB): 160°(水平)，150°(垂直) (±10 度)，須檢附原廠極性圖 
5.顏色: 白色    6.喇叭單體: 雙音路，1/2〞高音單體，5〞低音單體(含以上) 
7.安裝方式: 壁掛，附安裝架 
七投影機數量 1 台︰ 
1.畫面 4:3     2.解析度 1024×768 可支援 UXGA, SXGA, WXGA+ (含)以上 
3.亮度 3200ANSI(含)以上      4.鏡頭光學縮放比 1.2 倍(含)以上 
5.輸入 HDMI × 1, D-SUB 15P × 2, VIDEO × 1 以上 
6.介面 RS-232C × 1(含)以上     7.具垂直梯形修正功能 
8.具輸入訊號自行定義名稱功能 
9.視訊相容 480i.480p.576i.576p.720p.1080i.1080p 
10.具備安全鎖定功能、可自行設定開機畫面 
11.交貨時檢附保固證明 
八視聽佈線安裝： 
1.投影機安裝位置需至現場與使用單位確認，配合教室內電子白板依照使用單位需

求安裝正確位置 
2.任何垂直與牆面處需加裝線槽，視聽所有接線必須在機櫃內，所有接線必須於兩

端標明號碼 
3.所有進入或經過機櫃之線路必須與送出之線路分開，並排列整齊 
4.除經本校同意另有註明，所有電纜必須裝置於導管內，麥克風、高電平、揚聲器

訊號和直流控制線不可拼裝於同一導管，音頻或視頻訊號線之導管內不得有交流

電力線，管道內之線材不得有接合處 
5.所有機架內之佈線必須依照本校施工標準進行，所有佈線必須固定於機櫃內，固

定方式可用鎖定或綁線帶，任何佈線均不得有任何重量加於器材上，所有可見支

線頭均需加套管絕緣 
6.各輸入、輸出之接地線均需謹慎分開處理，以免引起接地迴路不當產生交流聲及

雜音 
7.配線時需小心謹慎，避免損傷電纜線以及設備，所有接點與連接線都必須牢固連

接 
8.所有接點必須以松香、焊錫焊接或核可之機械接頭連接。連接必須確實，不可有

冷焊、鬆動或接觸不良之情形 
9.全系統設備中，除了可移動，不固定的手握（手提）裝備外，都必須固定在指定

位置，支撐物必須達到安全負荷，所有開關，連接器，插座等都必須清楚牢固 
10.承包商對本安裝所用器材、設備之功能，自驗收合格日起保固一年 
九.附中文說明書、線路配置圖： 
十包含相關設備安裝、材料費用： 
1.本案包含各項整合之工資、材料、設備，安裝於 C501.C502。 
2.設備安裝前須至現場勘查 
3.任何垂直與牆面處需加裝線槽，視聽所有接線必須在機櫃內，所有接線必須於兩

端標明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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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67 
妝-2 

C6F 專業教

室多媒體影

音系統 

一投影機 數量︰1 台 
1.畫面 4:3    2.解析度 1024×768 可支援 UXGA, SXGA+ 
3.亮度 4000ANSI(含)以上，對比 3000:1(含)以上(配合教室內 150 吋布幕)
4. (網路簡報及訊息顯示功能)   5. 鏡頭 ZOOM 1.7 倍(含)以上 
6. 輸入 HDMIx1，D-SUB 15P × 1, 5BNC × 1, VIDEO × 1 
7. 介面 RS-232C × 1, USB × 3, RC jack× 1, RJ45x1(含)以上 
8. 具鏡頭位移及數位垂直/水平梯形修正功能 
9. 具快速開機及直接關機功能 
10. 視訊相容 480i.480p.720p.1080i.1080p 
11. 交貨時檢附保固(3 年)證明，以確保維修服務品質 
二投影機專用吊架 數量：2 組 
需提供投影機專用型吊架，上下架之間管身需為一支成型，不可大管與

小管以螺絲相接 
三控制面板：1 組 
1.接受遠端無線控命令 
2.具備鋁合金防刮面板，可固定於標準埋線盒，崁於牆壁使用 
3.具白背光高亮度 LED 按鍵，每個按鍵需可自行更換按鍵文字 
4.具隱藏式紅外線接收功能，並可設定開啟或關閉接收，具紅外線接收指

示燈 
四喇叭  數量：4 支 
1.最大功率: 36W 以上（含）  2.喇叭接線:押入式端子 
3.音壓(1KHz,1M): 106dB(含以上)  4.額定電壓: 100 V 
5.頻率響應(-10dB): 60-18KHz 或更寬,檢附原廠頻率響應表 
6.輻射角(1KHz, -6dB/4KHz,-6dB): 160°/60°(±10 度),檢附原廠極性圖 
7.顏色: 白    8.喇叭單體: 8＂同軸雙音路單體(含以上) 
9.安裝方式: 彈簧夾 
五混音擴大機  數量︰1 台 
1.至少 4 軌(含)以上麥克風及 3 組(含)以上立體聲音輸入 
2.電源輸入 AC115V 60HZ DC 24V 
3.功率輸出≧120 W (含)以上   4.輸出 110V, 70V, 8Ω,4Ω 
5.功率頻寬 20HZ-20KHZ(±5db) 
6.頻率響應 50HZ-20KHZ(±5db) 
六 15＂機櫃  數量：1 組 
1.須符合十九吋機櫃標準,高度≧15U   2.須為金屬製靜電粉體烤漆 
3.須能容納會議室的視聽設備，具備附鎖前壓克力門, 後鐵門 
4.具備可拆式側板，儀器承板，上抽式散熱風扇 

1 組 130,000 130,000

化妝品調製技

術暨實驗 
化妝品檢驗暨

實驗 
專題製作 

化妝品 
應用系 

1-2-G-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6/276 

原 A089 
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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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七投影機 數量︰1 台 
1.畫面 4:3   2.解析度 1024×768 可支援 UXGA, SXGA, WXGA+ (含)以上

3.亮度 3200ANSI(含)以上    4.鏡頭光學縮放比 1.2 倍(含)以上 
5.輸入 HDMI × 1, D-SUB 15P × 2, VIDEO × 1 以上 
6.介面 RS-232C × 1(含)以上   7.具垂直梯形修正功能 
8.具輸入訊號自行定義名稱功能 
9.視訊相容 480i.480p.576i.576p.720p.1080i.1080p 
10.具備安全鎖定功能、可自行設定開機畫面 
11.交貨時檢附進口證明及原廠出廠暨經銷連帶保固證明，以確保維修服

務品質 
八視聽佈線安裝 
1.投影機安裝位置需至現場與使用單位確認，配合教室內電子白板依照使

用單位需求安裝正確位置 
2.任何垂直與牆面處需加裝線槽，視聽所有接線必須在機櫃內，所有接線

必須於兩端標明號碼 
3.所有進入或經過機櫃之線路必須與送出之線路分開，並排列整齊 
4.除經本校同意另有註明，所有電纜必須裝置於導管內，麥克風、高電平、

揚聲器訊號和直流控制線不可拼裝於同一導管，音頻或視頻訊號線之導

管內不得有交流電力線，管道內之線材不得有接合處 
5.所有機架內之佈線必須依照本校施工標準進行，所有佈線必須固定於機

櫃內，固定方式可用鎖定或綁線帶，任何佈線均不得有任何重量加於器

材上，所有可見支線頭均需加套管絕緣 
6.各輸入、輸出之接地線均需謹慎分開處理，以免引起接地迴路不當產生

交流聲及雜音 
7.配線時需小心謹慎，避免損傷電纜線以及設備，所有接點與連接線都必

須牢固連接 
8.所有接點必須以松香、焊錫焊接或核可之機械接頭連接。連接必須確

實，不可有冷焊、鬆動或接觸不良之情形 
9.全系統設備中，除了可移動，不固定的手握（手提）裝備外，都必須固

定在指定位置，支撐物必須達到安全負荷，所有開關，連接器，插座等

都必須清楚牢固 
10.承包商對本安裝所用器材、設備之功能，自驗收合格日起保固一年 
九附中文說明書、線路配置圖 
十包含相關設備安裝、材料費用 
1.本案包含各項整合之工資、材料、設備，安裝於二教 C 棟 C601.C602。
2.設備安裝前須至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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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68 
妝-3 個人電腦 

1.主機：參考型號如 Dell  mini tower OPTIPLEX 3010 MT(或同等

品) 
2.處理器：參考型號:Intel Core i3-3220 處理器 (3.30GHz,3MB)(或
同等品) 
3.顯示晶片組：參考型號:Intel HD 顯示卡 2500(或同等品) 
4.記憶體：4GB(含以上) (1x4GB(含以上)) N/ECC DDR3 1333 MHz 
SDRAM Memory，記憶體擴充槽 DIMM * 4 
5.硬碟：500GB(含以上) SATA 3.0Gb/s 
6.光碟機：16XDVD RW 單面雙層燒錄機  SATA 介面 
7.多功卡：4 埠 RS 232 多功卡 PCI-E 介面 
8.無線滑鼠及鍵盤：無線鍵盤滑鼠組 
9.網路晶片組：10/100/1000 Ethernet Networking LAN solution 
10.喇叭：內接音效喇叭 
11.插槽： 
a.4 個全長插槽：一個 PCI Express (PCIe) x16 、3 個 全高 PCIe 插
槽 
b.8 個外接 USB 2.0 連接埠含以上 
12.電源供應：提供 265W(含以上), 自動偵測電壓輸入。 
13.機殼尺寸：迷你直立式，尺寸須符合本校自動繳費機電腦存放

空間大小 
14.作業系統： 
a.WIN 7 HOME ／備份軟體參考型號備份與回復管理員 
(DBRM) V1.3 或同等品 
b.(WINDOWS 8 不屬優規範圍) 
15.安規認證：通過商檢局 BSMI 等安規認證。 
16.保固：三年保固次營業日(5x8)到府服務 
17.廠商注意事項： 

.出貨時需先安裝作業系統 WIN7 版本，及學校授權防毒軟體等

.機殼呎吋大小不可大於要求規範,本校需配合自動繳費機空間

尺寸擺放,未了解學校電腦桌規格者,請勿報價.未免機殼過大 
.全設備提供 3 年原廠保固及保固證明書，保固期間因設備衍生

任何費用均由得標廠商負責 
.需付操作手冊 

18.19 吋以上（含）螢幕顯示器 

1 台 22,500 22,500

美容儀器實務

髮型設計實務

遺體美容 
服裝造型實務

新娘整體造型

實務 
特效化妝 

指甲彩繪實務

化妝品 
應用系 

1-2-G-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6/276 

原 A090 
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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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69 
妝-4 

多功能美容

美髮桌 

1.尺寸（桌體粉體烤漆 4 人座位）：長 175 cm *寬 90 cm *高 80cm (±
1cm) 
2.雙面鏡*2 面：寬 42cm*高 53cm*(±1cm)，可升降垂直固定，活

動鏡框採不鏽鋼方管 18*18mm(±2mm) 
3.桌面材質：花崗石桌面,可穩固夾住假人頭架 
4.置物藍*4 個：深 29 cm *寛 36 cm *高 8cm(±1cm)置於兩邊桌面

下方左右兩側共 4 個 
5.桌底踏板：深 30cm*寛 163cm(±1cm)桌底下踏板可作置物架，並

附 4 個接線盒及插座(不含線路) 
6.桌腳*4 支：直徑約 60mm 圓管，厚約 1.6mm 鋼鈑焊接組合 
7.功能效益：美容美髮實務課程多元化教學 

14 張 23,900 334,600

專題製作 
髮型設計實務

特效化妝 
彩妝技術實務

化妝品 
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1/268 

原 A091 
妝-4 

A070 
妝-5 推背椅 

1.尺寸：(W)80 公分× (H)115 公分× (D)50 公分（±1 公分） 
2.材質：高密度泡棉，塑膠皮 
3.商品配件：頭部ㄇ字型趴枕、扶手跨台，腿部跨台，上部靠墊(人
體工學)座椅兩段式調整 
4.功能效益：提供頸背部的按摩，使施作者及被施作者皆能採舒

適的姿勢，而減少職業傷害或達放鬆目的 

1 張 22,000 22,000 專題製作 化妝品 
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1/268 

原 A092 
妝-5 

A071 
妝-6 磨甲機 

1.最大轉速：約 30000RPM 
2.電壓 : 110/220V 切換 
3.轉扭：正逆轉開關 
4.附件 : 1.腳踏開關 2.一般磨頭 3.維修工具包 
5.保固 : 6 個月 
6.功能效益：美容美甲輔導教學，模擬職場情境 

2 台 20,000 40,000
專題製作 

指甲彩繪實務

化妝品 
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1/268 

原 A093 
妝-6 

A072 
妝-7 

雙門式電子

防潮箱 

1.雙門式電子防潮箱：參考型號如收藏家 340L (AD-350H)或同等

品 
2.容量：340 公升 
3.商品配件：上下可調式鋼製層板 x 3 片 
4.外箱材質：烤漆密閉鋼製櫃體 
5.門面材質：烤漆鋼製門板、強化玻璃氣密門面、附門把、附鎖

6.功能效益：3 個夾層版，可上鎖全自動大型除/控濕，全自動穩

定控濕在 25 ~ 55 % RH 可調，免倒水、免換耗材，靜音運轉，提

供美容儀器等貴重器材避免潮濕而增加使用年限 

1 座 22,000 22,000
教學情境設施

設備:｢紓壓小

棧｣ 

化妝品 
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1/268 

原 A094 
妝-7 



102/9/3 修訂版 

79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73 
妝-8 泠凍乾燥機

1.泠凍乾燥機：參考型號 MFD1LS 或同等品 
2.容量：約 1L (24 小時內可批次除水能力) 
3.冷凝溫度：-54℃ (溫度達-40℃時自動啟動真空幫浦)（±-0.1℃）

4.冷凝管材質：不鏽鋼 SUS304 內彎管式 
5.尺寸 ：（W）約 400 mm x（D）約 420 mm x（H）約 440 mm (高
度不含歧管)  
6.真空幫浦：排氣量 100L/min 以上（含），真空度達 5x10-4 torr 以
上) 
7.附件：歧管與盒式乾燥組*1 組 
8.功能效益：中草藥、化妝品原物料之萃取乾燥以配合各種生物

活性及產品製造。 

1 台 200,000 200,000

化妝品調製技

術暨實驗 
化妝品檢驗暨

實驗 
專題製作 

化妝品 
應用系 

1-2-G-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6/276 

原 A095 
妝-8 

A074 
妝-9 

神奇媚力體

雕儀 

1.胸部罩杯（滑罐杯）：大杯 2 個、中杯 6 個、小杯 6 個 
2.電線約 150cm：1 條 
3.接管：長管約 200cm*1 條、三通管約 25cm*3 條 
4.功能效益：有益於婦女的健康保健，能與有效增進血液、淋巴

循環，基於生理上的保健與居家使用上的方便性特別設計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情境設施

設備:｢紓壓小

棧｣ 

化妝品 
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年-2 及其

附件 1/ 
p.61/268 

原 A096 
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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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75 
老-1 

整合環控影

音播放系統

組 

1.4500LUX 高流明單槍投影機 1 台：(1)面板比率：4:3。(2)亮度：4500 
lumens 以上(含)。(3)解析度：1024x768 以上(含)。(4)對比：600:1。(5)螢
幕比例：4:3/16:9。(6)輸入信號：NTSC/ /SECAM/PAL/PAL。(7)畫素：

786,432 [(1024x768)x1]以上(含)。(8)鏡頭手動縮放(1:1-1:2)/聚焦鏡頭

(F1.7~2.6,f21.6-43.0mm)。(9)自動電子除塵系統。(10)可自動依據外在光

線之強度自動調整圖形的色澤表現度。(11)直接關閉電源功能。(12)可 3
秒鐘快速開機。13)全自動梯形修正。(14)色溫調整(標準/高/低)及影像模

式選擇(標準/動態/自然)。(15)燈泡更換周期 2500~4000 小時(燈泡全責保

固 1 年)。(16)需能與本案主控設備連線開關機。(17)含單槍吊架安裝配線

需拉控制線與中央控制主機及電子講桌結合。 
2.矩陣 AV/RGB 輸入選擇器 1 台：(1)影像頻寬:RGB 350MHZAV/S-video 
150MHZ。(2)輸入端子：Composite VIDEO x。(3)S-VIDEO x 4 15Pin HD 
Connector x 4。Stereo Audio x 12。(4)輸出端子：Composite VIDEO x2 
S-VIDEO x 2。15Pin HD Connector x 2 Stereo Audio x 2。(5)聲音頻率響

應:20~20KHZ ±0.05dB。前面板具各式控制調整按鈕及音量調整器。(6)
具 RS-232 通訊埠，可接受原廠軟體或外部控制系統連控(如自動控制系

統)。附原廠專用紅外線遙控器。(7)具安全認證及電磁波認證。 
3.3 迴路調音主機 1 組：(1)音頻輸入 3 組音頻輸出(含以上)。(2)信號輸入

/出方式：非平衡輸入阻抗：10K 歐姆；輸出阻抗：600 歐姆。(3)最大輸

出信號電平：20VPP(含以上)。(4)增益調整範圍：-95.5dB-+31.5dB 或更

廣。(5)最小增益調整幅度：0.5dB(含以下)。(6)頻率響應：10Hz-20KHz
或更廣。(7)訊號干擾值：低於-120dBFS。(8)串接口通信面板具有電源、

通訊狀態、錯誤指示及調音狀態等指示燈。(9)面板具有訊號選擇及調音

控制按鍵。(10)總斜波失真：低於 0.001%。 
4.恆壓式功率擴大機 1 只：(1)240W 以上(含)功率擴大機。(2)70V，100V，

8Ω喇叭輸出。(3)平衡式線性輸入並具並聯輸出端子。(4)可接 100V 輸入。

(5)具 LED VU 表顯示輸出信號準位。(6)頻率響應：50Hz~20KHz。(7)失
真：1%。(8)信躁比：>85dB。(9)輸入：插座型式：3 極 XLR 插座，平衡

式，或 6.3mm 插座靈敏度：1V 阻抗：20KΩ。(10)100V 輸入：插座型式：

螺絲端子輸入，不平衡式靈敏度：100V 阻抗： >330KΩ。(11)並聯輸出：

插座型式：3 極 XLR 插座，平衡式，或 6.3mm 插座輸出準位：1V 阻抗：

直接並聯線性輸入。(12)喇叭輸出：接線型式：螺絲端子輸出，輸出電壓：

100V／70V 可選擇，輸出功率：最大 360W／額定 240W。(13)須附商品

檢驗局核發證書(CNS13439 電磁相容及 IEC60065 安規標準)。 
5.高效率喇叭 4 只：(1)型式：8 吋以上(含)全音域喇叭含防火面罩。(2)承
受功率：大於 15W 以上。(3)頻率響應：優於 95Hz～20KHz。(4)具功率

選擇開關及 RoHS 國際環保認證。(5)最大音壓：大於 95dB 以上。(6)附
售後服務保固書及原廠製造廠出廠合格證明。(7)參考型號如 BOSCH 或

同等品。 

1 組 450,000 450,000
個案教學情境

教室配合個案

教學法使用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原 A097 
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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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6.主音柱喇叭 2 只：(1)額定功率：可調 60W 或 30W 或 15W。(2)最大功

率：可達 90W 以上(含)。(3)喇叭接線：接線端子。(4)最大音壓：110dB
以上(含)。(5)額定電壓：100V。(6)額定電阻：167Ω。(7)頻率響應

(-10dB):190-18KHz。(8)輻射角(1KHz,-6dB/4KHz,-6dB)：210°/132°(水
平),50°/20°(垂直)。(9)內置短路故障保及過熱保護器。(10)附安裝架。(11)
系統整合需具回授抑制達 100(含以上)dB(測試頻率：20Hz~20KHz)功能。

(12)參考型號如 BOSCH 或同等品。 
7.微電腦中央控制主機 1 組：(1)具 6 組以上紅外線/串列輸出埠，紅外線

頻率可達 1.14Mh。(2)具 6 組以上 RS232/RS422/RS485 埠，傳輸速度可達

115,200。(3)具 6 組以上數位輸入輸出埠，可檢知外部短路訊號或數位訊

號。(4)具 8 組以上獨立常開、可達 75OmA、28VAC/24VDC 繼電器埠。

(5)前面板具各式控制埠功能 LED 燈指示。(6)處理器上內含 64KB 
NVRAM 以上之記憶體，以儲存所需之硬體驅動程式。若程式需求，可

再外加記憶體。(7)具內部網路系統，連結至少可達 250 個以上原廠所生

產之週邊控制設備，以達多元控制並提供未來功能擴充使用。週邊元件

控制網路之驅動距離可達 3000 呎以上。執行程式為崁入式架構

(Embedded)，處理器上直接提供程式儲存及運算，並有適當之人機操作

介面。不需透過另視窗架構之 PC 與之連結並操控之，以防止整體系統有

當機之疑慮。(8)微電腦控制主機與微電腦控制主機透過程式的編寫，可

相互溝通及控制，以提供系統往後擴充聯控之需求。(9)程式碼可再由機

器本身下載至電腦，以提供日後維護及更改使用。但可設定密碼 Password
保護，以防止不當更改。(10)參考型號如 EXTRON 或同等品。 
8.8 迴路獨立電源繼電器 1 只：(1)具八組常開可程式控制繼電器。(2)具各

迴路工作狀態顯示。(3)具電源及網路通訊狀態 LED 指示。(4)接點容量：

20A/277VAC，1HP/ 125VAC。(5)具網路接端，可與主機連線控制。(6)
具位址編碼功能。 
9.電源循序供應主機 1 組：(1)共 16 組以上(含)3 孔/15A 以上(含)容量插

座。(2)1 組以上(含)3-1/2 位 LED 電源指示錶。(3)搭配系統使用，可為系

統之總電力順序啟動開關。(4)具 1 只以上(含)遙控啟動控制接點，可接受

控制系統遙控啟動。(5)內設 8 組以上(含)順序控制接點，可供作順序啟閉

控制之用。(6)面板具 8 組以上(含)回路控制開關具指示燈，可供各電源回

路之單獨啟閉控制。(7)1 組以上(含)ON/OFF 操作開關，可連動控制 8 組

回路之啟閉控制。(8)內設 1 組以上(含)時間調整插座，可調設段間間隔時

間。由 0.25sec 至 2sec(快速時)或 0.5sec 至 4sec(一般及外部遙控接點)。(9)4
組以上(含)30A 無熔絲保護器，每組保護 4 組插座。(10)2 組以上(含)電源

輸入端含接地，可接 AC110 或 220V 電源，附消磁波濾波器及突波吸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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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0.彩色無線觸控螢幕 1組：(1)7吋以上(含)LED背光鏡面 IPS觸控螢幕(或
同等品)。(2)解析度為 1024 X 768 132PPI 解析度以上(含)。(3)1GHz 以上

(含) 雙核心 Apple A5 內嵌系統晶片(參考型號如 Apple A5 或同等品)。
(4)Wi-Fi (802.11a/b/g/n)。(5)Bluetooth 2.1 + EDR 技術。(6)Wi-Fi 無線上

網、最高可持續 10 小時。(7)內建 16G SDRAM 以上(含)。(8)電容薄膜觸

控方式。(9)觸控薄膜與機殼皆為原廠設計製作，而非事後加裝。(10)內建

軟體:利用螢幕上模擬之鍵盤即可輸入任何指令、文字、數字，並可開一

視窗以顯示所輸入之文字，形成一互動式應用。(11)搭配適當的音量控制

器（例如原廠音量控制器、可由 RS-232 控制音量之音頻訊號處理器等），

由面板上以條狀圖形 Bargraph 顯示目前音量大小，以利使用者參考。(12)
參考型號如 Apple IPAD 或同等品。 
11.無線接收界面主機 1 只：(1)使本案彩色無線觸控螢幕可接收訊號。(2)
無線傳輸方式：WIFI 射頻。(3)無線接收距離:100 公尺(含以上)。(4)可調

整接收器範圍，多台使用時不受干擾。 
12.系統整合 1 式：(1)本系統需能整合本案新舊系統管理音響及投影機等

控制。(2)本案無線觸控平板電腦具備透過單一觸控面板來達到全部設備

的操控，如調整全場環繞音質、音量及麥克風輸出音量。(3)系統必須具

備長時間開機無需關機的使用條件，並在主機關閉下開啟電源時立即可

操作，無須等待時間。(4)各種場景預設，預設流程可單鍵操作自動執行，

全中文化功能操作，器材圖示之動畫選項。(5)所有播放影音設備, 具器

材動畫圖示及各類影音設備之放影(音)/停止/快轉/迴帶/暫停…等功能之

中文觸控顯示。(6)需整合控制音響／投影設備及各類介面／多媒體影音

等器材…等各式專業器材及集中控制管理。(7)本系統控制軟體須原廠或

著作權人所合法授權使用，軟體製作須依請購單位實際教學需求而制

定，並經由本校認可方可進行製作。(8)若發生著作權及應用軟體開發授

權問題概由承包商負責，與本校無關。(9)本系統需配合本案整合簡易操

控使用。 
13.保固條件：本案所有設備自驗收合格日起全責保固 3 年（單槍燈泡保

固 1 年）。 
14.其他：(1)本案各項軟/硬體設備配合本校指定場地實施整合安裝，相關

軟硬體、配線、零件、材料、安裝等一併包含於本案報價中，且含 3 年

內到校產品免費服務及諮詢。(2)本案報價，廠商報價時需附報價品的規

格，以供確認該品的符合性。(3)得標廠商需依照請購單位需求而拆除舊

有視聽設備(以舊換新)，以及舊有設備安裝整合。(4)本案包含各項設備的

中文操作說明書，以及整合後之設備組操作手冊。(5)本案如有軟體部份，

均需提供授權書授權校方使用，不另計費用。(6)本案含教育訓練 8 小時

費用(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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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76 
老-2 

大腦活化訓

練系統組 

1.主機本體：（1）此系統可鍛鍊短期記憶力及及時記憶反應。在

回答問題中，軟體規則會做變化，進而訓練判斷力和抑制能力，

可使腦前額葉專注力提升。（2）W18.5±1× H2.9±0.5×D14.3±1(單
位:公分)，約 300g±10g（3）含電源線及 AV 線（4）可外接液晶電

視及投影機（5）影像輸出：NTSC（6）聲音輸出：立體聲（7）
輸出入信號端子：A/V 輸出端子*1、紅外線接受器*1、擴充端子

*1。 
2.訓練卡匣：（1）共 3 個訓練卡匣，W10.6±1 × H2.0±0.5 ×D9.0±
0.5 (單位:公分)，約 100g±10g（2）BrainClub vol.1 內含:文字比較、

圖形比較、表情比較、文字記憶、圖形記憶、表情記憶、表情位

置記憶、一時記憶（3）BrainClub vol.2 內含:數字比較、大小判斷、

反轉比較、圖形記憶 2、文字記憶 2、數字記憶、表情記憶 2、拼

圖記憶（4）BrainClub vol.3 內含:算式判斷、數值記憶比較、時間

比較、圖形數量記憶、零錢總額加總、顏色記憶比較、數字位置

記憶、圖形位置記憶 
3.無線訊號接收器：（1）無線周:2.404~2.477GHz  
（2）W2.4±0.5 × H3.7±0.5 × D9.1±0.5 (單位:公分)，約 25g±5g 
4.操作控制器：W11±1 × H2.8±0.5 × D9.5±0.5 (單位:公分)，約

185g±10g，共 10 組 
5.専屬收納箱：（1）W 50±3× H56±3× D16±1 (單位:公分)，約 6kg±1
（2）可收納 1-5 項次之收納箱 1 個以上(含)（3）無指定收納箱材

質 
6.授權事宜：（1）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

列著作財產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

範圍內，有在本校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利用該著作

之權利。（2）承接項次 1，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

因此支付任何費用。授權項目：使用、重製權、公開展示權。（3）
隨貨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7.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8.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

育訓練，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2 組 150,000 300,000
老人活動方案

設計課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1.原
A098 
老-2 

2.變更

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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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77 
老-3 

銀髮互動復

健系統組 

1.主機本體：（1）此系統具有銀髮互動復健功能，參考型號：HOT PLUS
或同等品。（2）主機 3 台以上(含) (含 AV 端子線，變壓器)（3）主機尺

寸:W18.5±1× H2.9±0.5×D14.3±1(單位:公分)，約 300g±10g（4）可外接液

晶電視及投影機(5)影像輸出：NTSC 
2.社交技巧訓練：（1）社交技巧訓練卡匣 5 種以上(含)，需配備保齡球軟

球 2 個以上(含)、保齡球硬球 4 個以上(含)、高爾夫球桿 2 支以上(含) (卡
匣內容含紅白保齡球對抗賽、保齡球 PARTY、紙相撲、果嶺高爾夫、和

太鼓)（2）功能：內容需可訓練：1.手臂擺動訓練，維持關節活動度。

2.運動知覺的訓練，眼睛、動作一起來控制力道及方向。3.團體活動，可

增進人際互動。4.可提升注意力。5.下肢關節活動度及肌力的訓練。6.腳
踏動作的訓練。7.腳部反應,協調能力及耐力訓練。8.上肢軀幹伸展。9.
掌指功能訓綀。 
3.記憶力訓練：(1)記憶力訓練卡匣 4 種以上(含)，需配備賓果遊戲套卡 1
付(100 張)以上(含)(卡匣內容含踩數字、記憶拼盤、捉迷藏、賓果遊戲)。
（2）功能：內容需可訓練：1.下肢關節活動度及肌力的訓練。2.腳踏動

作的訓練。3.腳部反應及協調能力訓練。4.活動手指關節及手臂。5.手部

抓握力訓練。6.手部反應及記憶能力訓練。7.手眼協調能力訓練。8.視覺

記憶能力訓練。9.空間處理及視覺追視訓練。10.大腦認知訓練。 
4.視覺感知訓練：（1）視覺感知訓練卡匣 4 種以上(含)，需配備紅黃白藍

色手套各 2 雙以上(含) (卡匣內容含套圈圈、開門、騎馬射箭、猜不同)。
（2）功能：內容需可訓練：1.手臂擺動訓練,維持關節活動度。2.運動知

覺的訓練,眼睛、動作一起來控制力道及方向。3.可提升注意力。4.上肢關

節活動度及肩部，上臂肌力訓練。5.手部協調能力訓練。6.手部反應訓練。

7.下肢關節活動度及肌力的訓練。8.腳踏動作的訓練。9.腳部反應及協調

能力訓練。10.活動腳部及腿部肌肉。11.認知及反應能力訓練。 
5.眼(手)腳協調訓練：（1）眼(手)腳協調訓練卡匣 3 種以上(含)，需搭配感

應盤 4 個以上(含) (卡匣內容含跟著圈圈走、平衡桿投籃、踩地鼠)。（2）
功能：內容需可訓練：1 上肢關節活動度及肩部，上臂肌力訓練。2.手部

協調能力及反應訓練。3.運動知覺訓練。5.下肢關節活動度及肌力的訓

練。6.腳踏動作的訓練。7.腳部反應及協調能力訓練。 
6.專注力訓練：（1）專注力訓練卡匣 3 種以上(含)，需配備感應座 2 台以

上(含)、感應棒 1 支以上(含)(卡匣內容含拉霸、爬樓梯、拉麵快遞) 
（2）功能：內容需可訓練：1.活動手指關節及手臂肌力訓練。2.掌指功

能訓練 3.運動知覺反應力訓綀。4.可集中注意力。5.上肢關節活動度及肩

部，上臂肌力訓練。6.手部協調能力及反應訓練。 
7.Measuredstep 循步漸進訓練：（1）Measuredstep 循步漸進訓練卡匣 1 種

以上(含)，需配備運動腳踏墊 3 套以上(含)（2）功能：內容需可訓練：1.
下肢肌力及肌耐力訓練。2.步態平衡訓練。 

2 組 136,000 272,000
老人活動方案

設計課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1.原
A099 
老-3 

2.變更

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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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8.收納櫃：可收納項次 1-8 之收納櫃 1 個以上(含) 
9.授權事宜：（1）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

列著作財產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

範圍內，有在本校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利用該著作

之權利。（2）承接上列項次，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

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授權項目：使用、重製權、公開展示權。（3）
隨貨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10.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11.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

育訓練，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A078 
老-4 

透明女性導

尿模型 

1.本體：（1）成人腰部模型含整個骨盆腔及部分大腿（2）尺寸：

約 W34 x D33 x H24 cm(±5%)（3）材質：軟質特殊樹脂 
2.功能：（1）模型本體與生殖器部分可拆開或組合使用,女性生殖

器部位裝置於獨立式的 支架上可單獨教學使用, 也可以組合於

模型本體上，可在使用時調整成更接近真實人體的臨場感。（2）
外性器的形狀、尿道或膀胱都是照解剖學上地正確重現柔軟材質

似真人觸感,更模擬出女性小陰唇粉紅色色澤(導尿口損壞時可單

獨更換)，當插入導管的方式正確時，尿(水)即會流出。（3）可確

定氣囊導尿管的插入留置、留置的位置(膀胱部位使用透明材質，

可確認導管位置)。（4）特殊設計的逆止閥模擬真實導尿管的插入

感而且可使做導尿管留置技術時尿液不會流出,當使用一段時間

時可單獨更換此閥門而不需整座模型報廢增加使用年限,可使用

12~16Fr 的 Foley catheter（5）模型腹部採軟性設計可實際操作導

尿時按壓膀胱的動作(觸摸得到膀胱)。（6）模型可採用斜倚或直立

方式練習導尿。（7）模型可採側躺體位練習實習浣腸。 
3.配件：（1）腰部模型本體 1 台（2）可拆式女性生殖器 (附透明

150cc 容量膀胱及獨立式支架)1 個（3）尿(水)補給用瓶 1 個（4）
潤滑劑 1 個 
4.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5.參考型號如 MW2B 或同等品。 
6.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

育訓練，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1 個 63,000 63,0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原 A100 
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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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9 
老-5 

透明男性導

尿模型 

1.本體：（1）成人腰部模型含整個骨盆腔及部分大腿（2）尺寸：

約 W34 x D33 x H24 cm(±5%)（3）材質：軟質特殊樹脂 
2.功能：（1）模型本體與生殖器部分可拆開或組合使用,男性生殖

器部位裝置於獨立式的 支架上可單獨教學使用, 也可以組合於

模型本體上，可在使用時調整成更接近真實人體的臨場感。（2）
外性器的形狀、尿道或膀胱都是照解剖學上地正確重現柔軟材質

似真人觸感,更模擬出男性陰莖,龜頭及包皮的構造(導尿口損壞時

可單獨更換)，當插入導管的方式正確時，尿(水)即會流出。（3）
可確定氣囊導尿管的插入留置、留置的位置(膀胱部位使用透明材

質，可確認導管位置)。（4）特殊設計的逆止閥模擬真實導尿管的

插入感而且可使做導尿管留置技術時尿液不會流出,當使用一段

時間時可單獨更換此閥門而不需整座模型報廢增加使用年限,可
使用 12~16Fr 的 Foley catheter。（5）模型腹部採軟性設計可實際

操作導尿時按壓膀胱的動作(觸摸得到膀胱)。（6）模型可採用斜倚

或直立方式 練習導尿。（7）模型可採側躺體位練習實習浣腸。

3.配件：（1）腰部模型本體 1 台（2）可拆式男性生殖器(附透明

150cc 容量膀胱及獨立式支架)1 個（3）尿(水)補給用瓶 1 個（4）
潤滑劑 1 個 
4.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5.參考型號如 MW2A 或同等品。 
6.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

育訓練，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1 個 63,000 63,0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原 A101 
老-5 

A080 
老-6 

灌腸摘便練

習模型 

1.本體：（1）軟質矽膠製，腹部可開啟。（2）下肢與臀部一體成

型無接縫（3）具可拆式透明腸道（4）尺寸：長約 300 cm*寬約

55cm*高約 40cm（±5％） 
2.功能：可做灌腸及摘便練習 
3.配件：（1）附模擬軟、硬糞便（2）附灌腸器及透明防水墊 
4.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5.參考型號如 JM-018 或同等品。 
6.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 

1 個 33,000 33,0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原 A102 
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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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81 
老-7 

吞嚥困難說

明模型 

1.本體：（1）本體:成人男性上半身模型（2）尺寸:約 W60x D35 x 
H23cm（±5％）（3）材質:軟質特殊樹脂 
2.功能：（1）經口鼻管的管灌飲食插管實習、胃造口、注入營養

劑實習,可作灌食聽診。（2）可實習經口鼻的導管插入或照護裝著

胃管的患者，也可實際注入營養劑。（3）胃管插入時可藉由氣泡

音確認，可透過本體透明部份確認口鼻管的插入及位置。 
3.配件：（1）附管灌飲食側剖圖模型（尺寸為寬 21cm±3cm、高

63cm±3cm、厚 2.5cm±0.5cm）（2）支撐台 1 個（3）排水用管 1
個（4）漏斗 1 個（5）拋棄式杯子 1 個（6）潤滑劑 1 個（7）管

灌飲食胸部罩 1 個 
4.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5.參考型號如 MW8 或同等品。 
6.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

育訓練，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1 個 125,000 125,0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原 A103 
老-7 

A082 
老-8 

床上型離床

報知墊 

1.主體：（1）偵測墊約 L75 cm xW29 cm x0.5cm（±5％）（2）發射

器約 L12.5 cm×W8 cm×H5 cm（±5％）（3）具有呼叫鈕、回復鈕

及呼叫鈕外插孔。（4）可搭配手握式延長呼叫鈕，以利病患使用。

（5）省電，具有弱電提示。 
2.傳訊主機：（1）使用電源 12V DC / 500mA adaptor. AC110V（2）
射頻工作頻率 315 MHz（3）接收感度-103dbm（4）無線接收距離

30~50 米(空曠地區)。（5）音量調整有一個音量調整鈕可控制音量

大小。（6）尺寸 L250mm X W180mm X H60mm（±5％）。（7）可

支援離床偵測器及觸控式離床偵測器，當被監控病患離開病床，

主機收到訊息後，動作指示燈會亮起，並持續發出嗶嗶聲，以告

知看護人員。（8）無線傳訊，只要病人從病床上離開偵測器會立

即傳訊給主機，主機會發出十秒的 
3.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4.參考型號如 HP-3000 或同等品。 
5.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

育訓練，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2 個 20,000 40,000
失智症照顧課

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1.原
A104 
老-8 

2.變更

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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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3 
老-9 

電子警報

器：失智者徘

徊偵測器 

1.主機：（1）尺寸:約 L25±1×W18±1×H6±1（單位：cm）（2）材質：ABS 
樹脂或同等品（3）當接收到閘口感應器傳入的訊息時，主機就會發出聲

響，提醒護理人員失智老人開門外出。（4）可串接多組有線的磁簧開關

使用。 
2.發射器：（1）尺寸：L112mm×W67mm×H28mm（±5％）（2）材質：ABS 
樹脂或同等品（3）電源：鹼性電池 1 個、AC110V(附 AC 轉接器)兩者

皆可使用、電池消耗警示燈（4）頻率：429MHz 帶 1 波（5）發信輸出：

10mW 特定小電力（6）傳達距離：約 80m (無障礙遮蔽物)（7）暫停按

鈕：可暫停 5 分鐘（會自動恢復） 
3.閘口感應器：（1）無線傳訊（2）使用電源:9V 鹼性電池（3）當裝置於

家裡大門上時，大門一打開，可偵測失智老人或小孩是否開門外出，平

時也可以做為來客告知使用。（4）尺寸：L110mm×W35mm×H25mm（±5
％）（5）材質：ABS 樹脂或同等品 
4.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5.參考型號 SE-200 如或同等品。 
6.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明書、簡

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育訓練，相關講

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2 台 20,000 40,000
失智症照顧課

程 老照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1.原
A106 
老-10 
2.變更

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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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4 
呼-1 呼吸器 

1.適用於成人、兒童、新生兒或早產兒。 
2.呼吸模式（mode） 
(1)輔助/控制 Assist/Control (A/C)  
(2)同步間歇強制通氣 synchronized intermittent mandatory 
ventilation (SIMV)  
(3)自主 spontaneous(SPONT)  
(4)非侵入型通氣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NIV)  
(5)雙陽壓控制呼吸模式 BiLevel  
(6)壓力調節容積控制 (VV+) 
(7)壓力支持(Pressure Support ) 
(8)人工氣道支持(TC Support ) 
(9)容積支持(Volume Support ) 
(10)比例式呼吸輔助(PAV+) 
3.呼吸種類 : 容積控制 , 壓力控制 
4.理想體重(IBW) : 0.3KG ~ 149KG . 
5.人工氣道支持(TC Support )Tube ID：4.5 ~10 mm (ET/ Trach. ) 
6.流量加速百分比(Flow Rise Factor) : 1 ~ 100% 
7.吐氣靈敏度(Flow Termination ) : 1~80% 
8.吸氣流速 : 3 ~ 150LPM ; 自呼最大可達 200 LPM 
9.潮氣容積 : 5 ~2500 ml 
10.呼吸次數 : 1~ 150 次/分 
11.壓力控制吸氣壓力設定 : 5 ~90 cmH2O 
12.壓力控制吸氣時間(PC) : 0.2 ~8 秒 
13. 壓力支持壓力設定((PS) : 0 ~70 cmH2O 
14.壓力控制吸吐氣時間比 1: 299 ~ 4.00 : 1 
15.吸氣時間過長限制(Time Limit )：0.4 ~ 3.0 秒 
16.流量靈敏度 : 0.5 ~20 LPM 
17.基準流量：流量靈敏度+1.5 L/M 
18.壓力靈敏度 : -0.1 ~ -20 cmH2O 
19.氧氣濃度 :21 ~100% 
20.吸氣停滯時間 :0.0 ~2.0 秒 
21.吐氣末端正壓 : 0 ~45 cmH2O 
22. 流量波形 :方波 、遞減波 
23.呼吸暫停時間間隔(Apnea Interval Time) : 10~60 秒 

1 台 1,000,000 1,000,000

呼吸器原理及

臨床應用實驗;
重呼吸照護學

實習；綜合臨床

實習 

呼吸照護系

1-2-F-呼吸照

護系-102 學

年度-1/ P.64 

1.原
A108 
呼-1 

2.變更

項目名

稱及用

途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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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24.警告功能設定 
(1)呼吸管路脫落警報靈敏度  
(2)壓力過高警報  
(3)每分鐘吐氣量過高警報  
(4)吐氣量過高警報(5)呼吸次數過高警報  
(6)機械通氣吐氣量過低警報  
(7)每分鐘吐氣量過低警報  
(8)自發性呼吸吐氣量過低警報   
(9)自發性呼吸吐氣量過高警報  
25.監測資料 
(1)呼吸種類(Breathing Type) 
(2)輸送氧氣濃度.(FIO2) 
(3)吐氣末端壓力.(PI END ) 
(4)吸氣末端壓力(PEEP ). 
(5)每次吐氣量.(Vt) 
(6)每分鐘吐氣量.(Ve ) 
(7)吸吐氣時間比.(I﹕E) 
(8)管路最高壓力(Ppeak) 
(9)管路平均壓力.(Pmen) 
(10)自發性每分鐘吐氣量.(VE SPON) 
(11)呼吸次數.(Total Respiratory Rate ) 
(12)自然呼吸吸氣時間(TI SPON ) 
(13)自然吸氣時間與總時間百分比 
(14)呼吸淺快指數(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f / VT) 
(15)圖形顯示 : Pressure-Time、Flow-Time、Volume-Time Curve、
Pressure-Volume(依不同呼吸形式以不同顏色曲線顯示波形) 
(16)呼吸管路彈性係數(circuit compliance measures and 
compensation ) 
(17)吸、吐氣端細菌過濾器阻力(I/E Filter C. and R. measures and 
compensation ) 
(18)呼吸管路阻力(circuit Resistance measures and compensation )  
(19)病人最大吸氣負壓 NIF､P0.1 
(20)肺活量 Vital Capacit 
26.具觸控式彩色液晶螢幕 10 吋(含)以上 
27 電源 
28 全責保固 2 年，附保固書，並依原廠規定質性定期保養與校正

        



102/9/3 修訂版 

91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85 
健-1 

統合分析統

計軟體

Comprehensi
ve 

Meta-Analysi
s (CMA) 

1.專業教育版：須提供最新版本或同等品。 
2.授權範圍：2 User。 
3.含主程式及 Meta-Analysis Manual.pdf Meta-Analysis 
Tutorial.pdf。 
4.採用 I-squared 統計方法，來分析異質性(heterogeneity)數據。 
5.售後服務:一年免費技術服務。 
6.售後服務:可代客戶向原廠詢問技術問題服務，享將來升級優惠

價格。 
7.售後服務 :軟體光碟於保固期內遺失或損毀，可免費提供備份光

碟乙次。 
8.售後服務 :含合法軟體保證書。 
9.永久使用授權。 

1 套 60,000 60,000
教學及研究使

用 
健康照護研

究所 

1-2-G-健康照

護研究所

-103 學年-3/ 
p.66 

原 A109 
健-1 

A086 
保-7 4 度 C 冰箱

1.參考型號 GeneCompany G400S 或同等品。2.冷藏溫度+0℃~+4
℃。3.溫度分佈均度± 2°C 以內。4.鍍鋅鋼板烤漆材質。5.溫度控

制：PID 觸控式微電腦自動演算。6.細胞培養計時：99 小時 59
分 59 秒自由設定。7.震動/亮光警示模式。8.插座：內建式。9. 內
置式迴轉震盪座。10.溫度輸出訊號：需相容於本部中央溫度監控

系統。11.溫度異常：具備無線發報機簡訊警示。12.聯控設計：中

央監控終端溫度顯示模組需可外接無線發報機具控制、警報、監

控溫度異常，無距離限制等功能。13.外部尺寸：650L*680D*1700H 
mm。14.壓縮機馬力 1/3HP 以上（含）。15.電源：110V / 60Hz。
16.附件(1)細胞培養反應震動/亮光計時裝置(2)棚板至少 3 組。17.
操作手冊及保證書各 2 份。18.保固期限至少一年。 

1 台 32,000 32,000
生化實驗、專題

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76 
保-3 

A087 
保-8 

短型吐司整

型機 

1.參考型號 TORNG YUEN 320A 或同等品。2.操作時不必灑粉，麵糰二

次整型時可自動拉長。3.可製作吐司麵包.菲律賓麵包.鮮奶饅頭.法國麵包

等。4.輸送帶寬約 350mmx 長約 1435mm。5.馬力 1/2Hp 以上(含)。6.機身

長約 90cm 寬約 58cm 高約 108cm。7.可一人單邊操作。8.保固 1 年。9.
附操作手冊。 

1 台 49,000 49,000

團膳教室教學

用 
食品調理與研

究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80 
保-7 

A088 
保-9 

滾筒咖啡烘

豆機 

1. 參考廠牌型號 Gene Cafe 3D CBR101 TW 或同等品。2.烘豆匣可取出設

計。3.可設定之烘培溫度及時間。4.超溫保護程式。5.具有立體翻攪設計

功能。6.透明烘培室。7.顏色:黑。8.電源供應：110V/ 60Hz。9.總功率：

1370W 以下（含）。10.外殼/製造材質：不鏽鋼/碳纖耐熱工程塑膠/耐熱玻

璃。11.烘培室容量：250g~ 300g12.運轉噪音：小於 65db。13.保固 1 年。

14.附操作說明書。 

1 台 26,000 26,000

團膳教室教學

用 
食品調理與研

究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8 

原 A081 
保-8 



102/9/3 修訂版 

92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89 
保-10 

立地型丹麥

壓麵機 

1 參考型號 TORNG YUEN520B 或同等品。2.適用於丹麥麵包、派餅、小

西餅、葡式蛋塔、方塊酥、蔥油餅、起酥皮、吐司、阿拉伯餅等各式產

品。3.尺寸：長≧210cm*寬≧85cm*高≧110cm。4.輸送帶尺寸：寬≧

515mm*長 2000mm。5.電壓：3∮220v。6.馬力：1/2hp 以上(含)。7.厚薄

把手的調整為無段式，可任意調整至所需的刻度；最後的壓延厚度可以

定位。8.全系列機型採用 PU 材質輸送帶，此材質輸送帶不會因為麵糰的

水份、油份以及潮濕的工作環境而縮水。9.保固一年。10.附操作說明書。

1 台 71,000 71,000

團膳教室教學

用 
食品調理與研

究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8 

原 A082 
保-9 

A090 
保-11 

立式四門上

冷凍下冷藏

冰箱 

1.容量：960L 以上(含)。2. 參考型號：AIR-402FR 或同等品。3.外殼採用

SUS 304 0.6m/m 以上(含)不銹鋼製作、內層採用。4.SUS3040.5m/m 以上

(含)不銹鋼製作內桶水槽式設計、發泡一體成型、不易漏水。5.中間層使

用 50m/m 以上(含)厚 PU 泡棉絕緣保冷。6.冷煤：R134 環保冷媒。7.尺寸：

長約 120 cm *寬約 75~80 cm *高約 204 cm。8.冷卻方式：鰭片送風氣冷

式、自動除霜裝置自動回歸門。9.溫度：冷凍-10～-20 度，冷藏 3～5℃。

10.壓縮機：全密靜音 3/4HP 以上(含)。11.電力規格：220/單向/60Hz。12.
附調整腳。13.附電源、運轉指示燈、溫度控制器、液晶溫度顯示。14.
保固 1 年。15.附操作說明書。 

1 台 37,000 37,000
營養學實驗室

教學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8 

原 A083 
保-10 

A091 
保-12 

立式四門冷

藏冰箱(風冷)

1.外殼採用 SUS304 0.6m/m 以上(含)不銹鋼製作。2.內層採用 SUS304 
0.5m/m 以上(含)不銹鋼製作。內桶水槽式設計、發泡一體成型、不易漏

水。3. 中間層使用 50m/m 以上(含)厚 PU 泡棉絕緣保冷。4.冷煤：R134
環保冷媒。5.尺寸：長約 1200mm X 寬約 800mm X 高約 2000mm±10。6.
冷卻方式：鰭片送風氣冷式、自動除霜裝置自動回歸門。7.溫度：冷藏 2
～6℃。8.壓縮機：靜音 1/2HP 以上(含)壓縮機。9.電力規格：220V/單向

/60Hz。10.附電源、運轉指示燈、溫度控制器、液晶溫度顯示、漏電斷路

器開關等裝置及 6"不銹鋼調整腳。 

1 台 34,000 34,000
營養學實驗室

教學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8 

原 A084 
保-11 

A092 
保-13 

桌上型真空

包裝機 

1.尺寸：長約≧495*寬約 580*高約 530 mm。2.採用#304 高級不鏽

鋼材質。3.氣壓舉蓋系統，壓蓋掀蓋平順輕盈。4.機械式電路控制

原理，容易操作保養維修。5.真空槽食品級噴砂金屬表面處理。

6. 保固 1 年。7.附操作說明書。8.能對各種乾固體、油水流體、

膏狀液體進行真空封口。 

1 台 58,000 58,000 團膳教學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8 

原 A085 
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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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93 
保-14 

四片式迷你

垂直電泳槽

1.四片式迷你垂直電泳槽。2.單一電泳槽內可放置兩組槽心，具有可擴充

性，外加一組附屬槽心後可於單一電泳槽內同時跑 1-4 片膠體。3.膠體大

小為 8.3 cm x 7.3cm (Wx L)。4.鑄膠器採夾式設計可使膠片均勻受力，並

排式鑄膠器可同時觀察鑄膠狀況。5.電泳槽可同時提供電泳轉漬系統，二

維電泳系統及預鑄膠系統使用。6.外玻璃與墊片結合。7.墊片式膠體平板

玻璃片及齒梳上有著明厚薄度及 wells 數。8.可擴充放入 15 個樣品進行

分析。9.需有樣品注入導槽(Sample Loading Guide)10.提供多種電泳梳

(5 ,9,10,15 well,Prep/2 D Well 及 IPGwell)供選擇，未來可加選購不同厚度

墊片玻璃( 0.75, 1.0,1.5mm) 。11.需提供電泳檔板。12.緩衝溶液槽及上蓋

(含電源線)，10Well/1.5mm Comb*5，15Well/1.5mm Comb*5, 墊片玻璃

*5，短玻璃*5，Casting stand*2，Casting clamp*2，Sample load guide，
electrode assembly，mini cell buffer dam。13.轉漬器(四套)。14.可同時做

二片膠之轉漬。15.可轉漬膠片尺寸最大可至 7.5cm x 10cm。16.冷卻冰盒

設計。17.緩衝液需求可達 450ml。18.正負極標示明顯。19.夾板（Gel 
Holder）兩側各有不同顏色區分正負極及位置。20.樣品轉漬夾採孔洞葉

片卡匣式設計,可緊密固定凝膠與轉漬膜的貼合度,以提高轉漬的效果。21.
緩衝液容器及上蓋可相容於蛋白質電泳系統 22.轉漬槽上之白金絲彼此

相距 4cm。23.包含:2 Gel Holder Cassettes，Fiber Pads，Bioice cooling 
unit，modular electrode assembly, lower buffer tank, lid with cables。24.高電

流電源供應器(壹套)。25.輸出壓範圍 5-250V。26.輸出電流範圍 0.01 – 
3.0A。27.輸出功率範圍 300 W (最大值)。28.可執行固定電壓,電流設定。

29.提供 4 組並聯的凹型輸出插槽 30.可同時供應 4 組電泳或轉漬設備。31.
具無負載.負載突變.漏電.超載。32.短路及超電壓檢測等安全保護功能。

33.可計時達 99hr-59min。34.顯示營幕需為 2-line, 16character backlit LCD
顯示面板。35.操作溫度範圍 0-40℃。36.操作濕度範圍 0-95%。37.附件

(1)Bio-Rad Protein Assay Dye Reagent Concentrate 蛋白染劑 3 組

(2)Mini-Protean TGX Any KD Stain-Free Gel 快速電泳膠 2 組。38.操作手

冊及保證書。39.保固期限至少一年。 

4 台 186,800 747,200
生化實驗、專題

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

養系-103 學

年及其附件

1/ p.66/277 

原 A086 
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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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94 
老-10 

27 吋

All-In-One 個

人電腦 

1.螢幕：27 吋以上(含) LED 液晶螢幕/1920X1080/16:9 或同等品；2.中央

處理器：參考型號 Intel Core i7-3610QM 四核心處理器；3.晶片組：參考

型號 Intel HM76 晶片組或同等品；4.記憶體；8G 以上(含)DDR3 1333 記

憶體 (2 DIMM ; 最高可擴充至 8G，支援雙通道)；5.硬碟機：1TB以上(含)
硬碟 (5400 轉 / SATA 2.0 / SATA-300(300MB/sec)；6.光碟機：DVD RW 
SuperMulti 光碟燒錄器(支援 CD/VCD/DVD 格式)；7.顯示卡 (顯示晶

片)：參考型號 Nvidia Geforce GT 630M 2G 獨立顯示記憶體或同等品；

8.音效：High Definition audio，內建兩個 JBL 立體聲道喇叭（2x 5W）；

9.攝影機：720P  HD 網路攝影機，內建於螢幕上方；10.網路介面：

10/100/1000 自動切換網卡，內建 802.11  BGN 無線網路；11.數位讀卡

機：6 合一讀卡機；12.I/O：USB 2.0x 4 /麥克風插孔,/耳機插,網路接頭

(RJ45)，S/PDIF out, HDMI in,HDMI out. TV in；13.電源供應器：150W 以

上(含)；14.尺寸(毫米)：658mm(含)以上 x 490mm(含)以上 x 224.8 mm(含)
以上；15.重量：12Kg 以下(含)；16.可調整角度：直立，超過 30 度傾斜

角，平面；17.配件：原廠標準鍵盤、光學雙鍵滾輪滑鼠；18.內建軟體：

OneKey Recovery、防毒軟體、內建微軟 Windows 8(含)以上專業版

(64bit)；19.觸控模式：多點觸控軟體介面。 

1 台 60,000 60,000
老人活動方案

設計課程 老照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原 A107 
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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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95 
老-11 

情緒壓力分

析儀 

1.檢測儀 1 套：（1）尺寸：長約

400mm±5mm*300mm±5mm*115mm±5mm（2）重量：約 4Kg±0.5Kg
（3）可適用 Windows XP 或以上系統 
2.功能：（1）可藉由圖形、曲線、自律神經協調性數據分值等方

式分析現出不同的思維和情緒對心臟和神經系統不同的影響。（2）
心率變異分析：可分析出平均心跳數、心臟功能指數、心臟負荷

指數、壓力指數、活力指數、極低頻、低頻反應交感神經狀態、

高頻反應復交感神經狀態、情緒狀態、自律神經的平衡活性、心

律光譜圖。（3）動脈硬化分析：可分析出血管阻塞等級、血管老

化評估、心室功能評估、血管結構評估、血量配置評估、平均心

跳。 
3.顯示器：（1）顯示性能類型（10.4〞平面）色彩 TFT LCD（2）
解像度：800*600 圖元（3）輸入/出：1*LAN,2XUSB（4）觸控式

螢幕（5）數碼帶停過濾（凹口過濾）（6）數碼帶停過濾（50/60
赫）（7）輸入信號範圍：±0.05-5mV peak 
4.檢測夾：（1）測量範圍：30-240BPM（2）精確度：±2％（3）
波出時間：2±1 秒（4）平均值（設定時間之後）：8beats 
5.環境規格：（1）溫度範圍：操作 10-400C，儲存 20-600C（2）
相對溼度範圍：操作 80％RH max.@400C，儲存 95％RH 
max.@500C（3）大氣壓力範圍：700-1060hPa 
6.電力：（1）電源：100-240VAC,50/60Hz,10A（2）具有電源失電

保護 
7.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8.參考型號如 SA-3000P 或同等品。 
9.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2）附中文操作說

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3）驗收合格後 3 個月內完成 2 小時教

育訓練，相關講義和講師費用由廠商負擔。 
10.授權事宜：（1）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

列著作財產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

範圍內，有在本校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利用該著作

之權利。（2）承接項次 1，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

因此支付任何費用。授權項目：使用、重製權、公開展示權。（3）
隨貨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1 台 659,000 659,000 輔助療法課程
老人照顧管

理系 

1-2-F-老人照

顧管理系

-103 學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原 A105 
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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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96 
特 5-1 

國際英語檢

測 IELTS 模

擬測驗題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可分 6 回合(含)以上，每回合分為聽力、閱讀、寫作、口說四大測驗項目，

內容如下： 
(1)聽力 Listening：約 40 題，以生活語言、學術性語言為主，題組設計

為 200～240 題，考試時間約 30 分鐘。 
(2)閱讀 Reading 

A.約 40 題，以報章雜誌、書籍文章為主，題組設計為 200～240 題，

考試時間約 60 分鐘。 
 B.題型設計有「選擇」、「填空」、「配合」、「簡答」，其功能有作答區、

時間顯示功能及 Review 功能可以快速的檢視已填寫的答案。 
(3)寫作 Writing (約 50 分鐘) 

A.至少 2 大題:第一大題為圖表分析題，可依所給予的資料圖表加以

描述，至少 150 個字；第二大題為申論題，可依某主題發表自己的

想法與經驗，至少 250 個字。做答時間：整合 20 分鐘、獨立 30 分

鐘。 
B.學員測驗完畢上傳至伺服器資料庫。 

(4)口說 Speaking (約 10~15 分鐘) 
A.學員測驗完畢後，聲音檔直接上傳至伺服器資料庫，學員或教師

可由成績報告頁面，下載聆聽答案。 
B.試題範圍：個人自我介紹、學習計畫、情境演練。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權授權，

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本校有利用該著

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

公開展示權。 

1 ST 240,000 24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0 
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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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97 
特 5-2 

國際英語檢

測 TOEFL 
IBT 模擬測

驗題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可分 3 回合(含)以上，每回合分為聽力、閱讀、寫作、口說四大測

驗項目，內容如下： 
(1)閱讀 Reading (約 60~100 分鐘)： 
  A.題庫至少包含 9 篇文章，每回合出題 3 篇，一篇約 12~14

題目。 
  B.做答時間：一篇 20 分鐘。  
(2)聽力 Listening (約 60~90 分鐘) 

A.題庫至少包含 18 則情境對話，每回合出題 6 則，約 34~36
題目。 

B.含聲音調整、做答區、時間顯示等功能。  
(3)口說 Speaking (約 20 分鐘) 

A.至少 6 題：2 題獨立型考題，做答時間為 45 秒；4 題整合

型考題，做答時間為 60 秒。 
B.學員測驗完畢後，聲音音檔直接上傳至伺服器資料庫(需搭

配 Adobe Flash Media Server)，學員或教師可由學習紀錄頁

面，下載聆聽錄音檔案。 
(4)寫作 Writing (約 50 分鐘) 

A.至少 2 題：1 題獨立式寫作(Independent），做答時間為 30
分鐘；1 題整合式寫作(Integrated），做答時間為 20 分鐘。 
B.測驗完畢上傳至伺服器資料庫。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權

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本

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

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

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20,000 12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1 
特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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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98 
特 5-3 

國際英語檢

測 TOEFL 
PBT 模擬測

驗題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可分 3 回合(含)以上，每回合分為聽力、文法結構、閱讀三大測驗

項目。 
(1)聽力：約 30-40 分鐘，每回合 50 題，題組設計為 120～150
題，可測量理解北美口語英文的能力。 

(2)文法結構：約 25 分鐘，每回合 40 題，題組設計為 100～120
題，可測量理解標準書面英文的能力。 

(3)閱讀：約 55 分鐘，每回合 50 題，題組設計為 120～150 題，

使用屬於大學程度、主題與型態相似的短文，可測量閱讀與理

解的能力。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權

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本

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

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

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05,000 105,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2 
特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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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099 
特 5-4 

托福精選單

字及新多益

朗讀口說實

戰題庫 

1.題庫/課程內容： 
(1)實戰題庫-多益朗讀  (2)實戰題庫-多益托福簡答 
(3)實戰題庫-故事複述  (4)托福精選單字集 
2.課程程度： 
(1)實戰題庫-多益朗讀≒CEF(B1)、New Toeic 500+或 TOEFL iBT 137+ 
(2)實戰題庫-多益托福簡答≒CEF(B1)、New Toeic 500+或 TOEFL iBT 137+ 
(3)實戰題庫-故事複述≒CEF(B2) New Toeic 750+或 TOEFL iBT 197+ 
(4)托福精選單字集≒CEF(B2) New Toeic 750+或 TOEFL iBT 197+ 
3.課程內容與設計： 
(1)實戰題庫-多益朗讀，課程設計包含至少 8 部約 1 分鐘的短文影片，每部短文影

片有一回 practice exam 及練習模式，學習者可依照系統播放影片之字幕完成短文

朗讀。 
(2)實戰題庫-多益托福簡答，課程設計包含至少 8 部約 1 分半鐘的短文影片，每部

短文影片有一回 practice exam 及練習模式，學習者模擬提問者向電腦提出 3 個問

題，由電腦依照影片內容進行回答，然後由電腦模擬提問者向學習者提出 5 個問

題，由學習者依照影片內容進行回答。 
(3)實戰題庫-故事複述，課程設計包含至少 8 個約 1 分鐘的故事 Audio，每個故事

Audio 有一回 practice exam 及練習模式，學習者依照故事大意提示，運用自身所

學的英語詞彙，文法與句型，在符合故事原意的規則下，清楚的重述故事原意，

同時且內容應涵蓋原文要點。 
(4)托福精選單字集，課程設計包含至少 500 個 TOEFL iBT 考試高頻重要單字及

例句，學習者採學習-->複習-->考試的間隔學習模式強化 TOEFL iBT 考試重要單

字熟悉度。 
4.系統規格 
(1)自動語音分析：可以從發音、節拍、音調、音量四方面精確分析學習者的口說

英語，指出問題出在哪一個字、哪一個音節，以及如何有效地改進這些缺失。 
(2)學習模式：能讓學習者透過網際網路使用各項英語教學課程，同時提供單句練

習、人機對話練習、以及自我檢定等三種學習模式。 
(3)使用者帳號及學習記錄管理：能記錄、統計學習者的使用狀況及各項考試成績，

並且能讓學習者、教師、或是系統管理者隨時透過網際網路查詢這些資料。 
(4)課堂管理：能讓教師將學習者編入各個班級，然後透過網際網路指定作業給各

個班級的學習者，並在學習者完成指定作業後自動統計班級成績單等，供教師、

學習者、或是系統管理員查閱。 
5.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課程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6.授權項目：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授權課程使用帳號數為 500 人次，附正式出具之授

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權授權，於該著作

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本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

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公開展

示權。 

1 ST 390,000 39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3 
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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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0 
特 5-5 

新多益 225
字彙測驗題

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1)適用程度：CEF A2 級 
(2)每回合約 200 題，至少 5 回合。 
(3)10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同一個題目的答案順序可進行

隨機排列。 
(4)以六大題型統整新多益字彙之辨音、辨形及辨義，可作為新

多益字彙競試之用。 
(5)六大題型包含：英文聽打、字義辨別、聽力與字義辨別、文

意選擇、文意字義填空、文意填空。 
(6)可供學生自學練習及教師模考競試使用。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

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

本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

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

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10,000 11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4 
特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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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1 
特 5-6 

新多益 550
字彙測驗題

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1)適用程度：CEF B1 級 
(2)每回合約 200 題，至少 5 回合。 
(3)10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同一個題目的答案順序可進行

隨機排列。 
(4)以六大題型統整新多益字彙之辨音、辨形及辨義，可作為新

多益字彙競試之用。 
(5)六大題型包含：英文聽打、字義辨別、聽力與字義辨別、文

意選擇、文意字義填空、文意填空。 
(6)可供學生自學練習及教師模考競試使用。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

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

本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

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

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25,000 125,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5 
特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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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2 
特 5-7 

New TOEIC
模擬測驗題

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1-1.可分 10 回合(含)以上，每一回合約 200 題，分別為聽力 100
題及閱讀 100 題。 

(1)聽力題型及題數為  
A.照片敘述：10 題，1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應答問題：30 題，3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簡短對話：30 題，3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D.簡短獨白：30 題，3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2)閱讀題型及題數為  
A.單句填空：40 題，4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短文式克漏字：12 題，12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單篇閱讀測驗：28 題，28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D.雙篇閱讀測驗：20 題，2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1-2.同一個題目的答案選項順序可進行隨機排列。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

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

本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

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

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250,000 25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6 
特 5-7 



102/9/3 修訂版 

103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3 
特 5-8 

GEPT 初級

模擬測驗題

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1-1.可分 10 回合(含)以上，每一回合約 65 題，分別為聽力 30 題

及閱讀 35 題。 
(1)聽力題型及題數為  

A.看圖辨義：5 題，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問答：10 題，1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簡短對話：10 題，1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D.短文聽解：5 題，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2)閱讀題型及題數為  
A.詞彙和結構：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段落填空：10 題，1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閱讀理解：10 題，1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1-2.同一個題目的答案選項順序可進行隨機排列。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

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

本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

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

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20,000 12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7 
特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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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4 
特 5-9 

GEPT 中級

模擬測驗題

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1-1.可分 10 回合(含)以上，每一回合約 85 題，分別為聽力 45
題及閱讀 40 題。 
(1)聽力題型及題數為  
A.看圖辨義：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問答：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簡短對話：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2)閱讀題型及題數為  
A.詞彙和結構：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段落填空：10 題，1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閱讀理解：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1-2.同一個題目的答案選項順序可進行隨機排列。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

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

本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

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

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35,000 135,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8 
特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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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5 
特 5-10 

GEPT 中高

級模擬測驗

題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1-1.可分 10 回合(含)以上，每一回合約 90 題，分別為聽力 45
題及閱讀 45 題。 
(1)聽力題型及題數為  
A.看圖辨義：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簡短對話：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簡短談話：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2)閱讀題型及題數為  
A.詞彙和結構：10 題，1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B.段落填空：15 題，15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C.閱讀理解：20 題，2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1-2.同一個題目的答案選項順序可進行隨機排列。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題庫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

權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

本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

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

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50,000 15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39 
特 5-10 



102/9/3 修訂版 

106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6 
特 5-11 

文法影音課

程 

1.課程程度：全民英檢初級(CEFR A1～A2 級)。 
2.課程內容與設計： 
(1)課程共約 103 課，每課課程長度約 3-4 分鐘，涵蓋高頻率且實

用之動詞片語、用法。 
(2)每課內容由老師以寓教於樂方式講解文法之使用及應用，一則

一個重點，確保學習效果。 
(3)以創意生動影音方式講解文法(例如模仿各種話題人物)，讓文

法學習變有趣。  
(4)線上課後練習約 15 回，供學習者自我檢視學習效果。 

3.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課程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3)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4.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權

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本校

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因此

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

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120,000 12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40 
特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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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7 
特 5-12 

TOEIC 聽力

與閱讀測驗

模擬題庫

1.題庫內容與題型： 
可分 20 回合(含)以上，每一回合分成聽力測驗約 100 題、閱讀測

驗約 100 題，均為選擇題。 
(1)聽力測驗 

可聽到各類型英語的直述句、問句、短對話以及短獨白，根據

所聽到的內容回答問題，考試時間約 45 分鐘。總題數約 100
題，題型及題數分配如下： 

   第一大題：照片描述 10 題，2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第二大題：應答問題 30 題，6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第三大題：簡短對話 30 題，6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第四大題：簡短獨白 30 題，6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2)閱讀測驗 
可閱讀多種題材的文章，回答相關問題。考試時間為 75 分鐘，

考生可在時限內依自己能力調配閱讀及答題速度。總題數約

100 題，題型及題數分配如下： 
第一大題：單句填空 40 題，8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第二大題：短文填空 12 題，24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第三大題：單篇文章理解 28 題，56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第四大題：雙篇文章理解 20 題，400 題(含)以上題組隨機出題。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課程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3)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權

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本校

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因此

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

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500,000 50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41 
特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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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A108 
特 5-13 

K.K.字母發

音互動課

程 

1.課程內容與題型： 
(1)約 30 課，每課約 20 分鐘，有系統且完整之教學內容，方便

老師安排教學進度，課程共分為子音、母音，提供多元化之練

習。 
   A.子音：有聲、無聲子音(voiced/voiceless)/子音群 (consonant 
blends)。 

B.母音：短母音、長母音/雙母音/含 r 母音 (r-controlled vowels)。
(2)專業外籍英文講師全程錄製，有真人發音口型影片。 
(3)豐富且多樣化之練習，強化辨識及記憶。 
(4)可結合遊戲，提高學習興趣。 
(5)設計容易辨識之發音要領，一學就會。 
(6)提供課後練習給學生進行額外練習。 
(7)可線上出課後練習及模擬測驗(老師專屬題庫總共約 240 題)檢
驗學習成效。聽力測驗題型有聽選音標、聽選字彙、發音比較，

閱讀測驗為看音標辨字。 
2.安裝環境 
(1)含安裝，安裝於本校英文學習雲端系統。 
(2)課程建置時需配合現有系統硬體相容。 
(3)提供操作手冊、系統安裝手冊。 

3.隨貨附授權合約： 
(1)題庫內容為永久使用授權，附正式出具之授權書。 
(2)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校須取得下列著作財產權

授權，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本

校有利用該著作之權利，廠商不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校不須

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3)授權項目：使用權、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

傳輸權、公開展示權。 

1 ST 250,000 250,000

特色計畫- 
English 

e-Learning 
Cloud Content

通識教育中

心 

1-1-F-通識教

育中心-102
學年度-5/ 

P.31 

原 A042 
特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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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頁碼) 

B001 個人電腦

1.Intel R Core i5 處理器 
2.4GB N/ECC DDR 3 記憶體 
3.500G 硬碟 SATA 3 
4.DVDRW 單面雙層燒錄機/讀卡機 
5.直立式機殼 
6.WIN 8 PRO 授權 
7.還原卡 
8.22 吋液晶螢幕 

35 台 27,000 945,000

更新林口總

館公用區電

腦設備，加強

資訊檢索服

務，提升師生

資訊素養能

力。 

圖資處圖書

館 

1-2-G-圖書資訊處

-102 學年度-1 及

其附件 1 
p.68/279 

B002 
電腦選位系

統 

1.電腦選位管理系統 
2.黑白名單功能 
3.讀卡機/Barcode Reader 
4.選位導覽機(含觸控螢幕) 
5.雙核心處理器,2GB記憶體,500G 硬碟 

1 套 350,000 350,000

加強公用檢

索電腦之使

用及座位管

理，提升資訊

服務。 

圖資處圖書

館 

1-2-G-圖書資訊處

-102 學年及其附

件 1 
p.68/279 

合 計 1,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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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資

料庫請另標示授權年限） 數量
單位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C001 
          

ˇ電子書   一整批 200,000 輔助教學 圖資處圖書館
1-2-G-圖書資訊處-102 學

年度-1 及其附件 1/ 
p.68/279 

 

C002   ˇ          一整批 1,011,000 輔助教學 圖資處圖書館
1-2-G-圖書資訊處-102 學

年度-1 及其附件 1/ 
p.68/279 

 

C003 ˇ            一整批 1,789,000 輔助教學 圖資處圖書館
1-2-G-圖書資訊處-102 學

年度-1 及其附件 1/ 
p.68/279 

 

C004           ˇ光碟  一整批 1,910,000 輔助教學 圖資處圖書館
1-2-G-圖書資訊處-102 學

年度-1 及其附件 1/ 
p.68/279 

 

合 計 4,910,000     

 

標餘款購置 

優先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電子資

料庫請另標示授權年限） 數量
單位 

(冊、卷)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C005   ˇ          一整批 599,000 輔助教學 嘉義分部圖書館
1-2-G-圖書資訊處-102 學

年度-1 及其附件 1/ 
p.68/279 

 

C006 ˇ            一整批 840,000 輔助教學 嘉義分部圖書館

1-2-G-圖書資訊處-102 學

年度-1 及其附件 1/ 
p.68/279 

 

C007           ˇ光碟  一整批 756,000 輔助教學 嘉義分部圖書館

1-2-G-圖書資訊處-102 學

年度-1 及其附件 1/ 
p.6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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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瑪) 

D001 
斜 45 度靠背

式健身車 

1.傳動系統：2 條皮帶  
2.功能視窗可顯示：瓦特、速度、轉速、時間、距離、卡路里、

心率、課程難度等 
3.坐墊角度：45 度角 
4.電腦預設運動程式 8 種(含以上) 
5.座椅：防震氣墊座椅，可多段上下調整 
6.阻力範圍：0-30 級(含以上) 
7.機台載重：182KGS(含以上) 
8.電力系統：自發電式 
9.參考型號 MX-H3X 或同等品 

8 台 64,000 512,000
訓練運動性社團

社員基本體能。

嘉義分部

學務組 

2-2-C-嘉義
校區學生事
務組-102 學
年度-6 及其

附件 2/ 
p.90/290 

 

D002 
移動式無線

擴音機 
輸出功率：120 W 以上；2 組以上無線麥克風；2 支以上手握

式麥克風；具 2 段式托車手把及 2 個以上滑輪，方便移動。 8 台 50,000 400,000
社團辦理社課、

戶外活動或營隊

時使用。 

嘉義分部

學務組 

2-2-C-嘉義
校區學生事
務組-102 學
年度-3 及其
附件 1 之表
1/ p.90/289 

與 D003
統購 

D003 
移動式無線

擴音機 
輸出功率：120 W 以上；2 組以上無線麥克風；2 支以上手握

式麥克風；具 2 段式托車手把及 2 個以上滑輪，方便移動。 2 台 50,000 100,000
社團辦理社課、

戶外活動或營隊

時使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與 D002
統購 

D004 
活動中心錄

影設備 

HD 攝影機組：影像輸出需達 1080p(含 )以上；最低照

度:0.1Lux(含)以下/彩色, 0.01Lux(含)以下/黑白；控制鍵盤：具

LED 螢幕顯示功能 
1 臺 420,000 420,000

大型活動錄影使

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D005 廣告展示機

可視區域：810 mm (H) × 460 mm (V) (含)以上；面板解析度：

1300 × 760 pixels(含)以上；電源：工作電壓 AC 100V-120V，

60Hz 消耗電力：約 270W(含)以下；重量：80 Kg(含)以下 
3 臺 100,000 300,000

配合 E 化，提供

社團活動宣傳使

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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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瑪) 

D006 29”定音鼓 尺寸：29”；鼓肚材質為銅合金；深弧型銅製胴體鼓肚。 1 組 226,000 226,000
管樂社團練及大

型活動演奏使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D007 32”定音鼓 尺寸：32”；鼓肚材質為銅合金；深弧型銅製胴體鼓肚。 1 組 238,000 238,000
管樂社團練及大

型活動演奏使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合計    2,1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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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購置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瑪) 

D008 EQ 電木吉他

1.參考型號：Taylor 307 或同等品。 
2.內含 EQ 拾音器。 
3.每台吉他附厚琴袋或琴盒、吉他架、PICK、移調夾、吉他背

帶及電吉他專用導線。 

4 把 25,000 100,000
吉他社團練及大

型活動演奏使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D009 
上低音薩克

斯風 調性：上低音 Eb 調；高音#F 鍵；低音 LOW A 鍵；前端 F 鍵 1 把 200,000 200,000
管樂社團練及大

型活動演奏使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D010 
高音薩克斯

風 
輔助按鍵：前方 F，高音 F#；拇指靠座：可調整；軸心螺絲：

錐形含鑼帽；頸管直管和彎管 1 把 150,000 150,000
管樂社團練及大

型活動演奏使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D011 雙鈸 20 吋；銅製；音色：交響樂法式音色或交響樂維也納音色 1 個 21,000 21,000 
管樂社團練及大

型活動演奏使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D012 單槍投影機

解析度：1920x1080(含)或以上；投影尺寸： 30( 含 ) 以

下–300(含)以上(吋)；投影距離：1.0(含)以下-10.0(含)以上(公
尺)；燈泡種類：8000 小時(含)以上壽命；亮度：3000(含)以上

流明 

3 只 32,000 96,000 
供各社團活動使

用。 課外組 

2-2-C-學生

事務處-102
學年度-3 及

其附件 1/ 
P8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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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瑪) 

D013 EQ 電木吉他

1.參考型號：Taylor 307 或同等品。 
2.內含 EQ 拾音器。 
3.每台吉他附厚琴袋或琴盒、吉他架、PICK、移調夾、吉他背

帶及電吉他專用導線。 

2 台 25,000 50,000 
吉他社練習及表

演使用。 
嘉義分部

學務組 

2-2-C-嘉義
校區學生事
務組-102 學
年度-3 及其
附件 1 之表
1/ p.90/289 

 

D014 木箱鼓 1.參考型號：LP1434 或同等品。 
2.尺寸：12-1/4"寬 x 12-1/4"深 x 19"高。 1 個 20,000 20,000 

吉他社練習及表

演使用。 
嘉義分部

學務組 

2-2-C-嘉義
校區學生事
務組-102 學
年度-3 及其
附件 1 之表
1/ p.90/289 

 

D015 電吉他音箱

1. 參考型號：YAMAHA STAGEPAS 400i 或同等品。 
2. 輸入電壓：110V~220V。 
3. 輸出功率：400 瓦以上(200 瓦以上+200 瓦以上)的功率。 
4. 至少 8 個輸入頻道，含 4 個以上單聲道麥克風/線路輸入頻道

和 2 個以上立體聲線路輸入頻道。 
5. 雙段式等化器和混音內建功能。 
6. 內建高品質混響效果器。 
7.可外接監聽喇叭，附混音器電源輸出線。 
8.附後蓋板、電源線、麥克風*2 支及喇叭線 2 條。 

1 台 35,000 35,000 
吉他社練習及表

演使用。 
嘉義分部

學務組 

2-2-C-嘉義
校區學生事
務組-102 學
年度-3 及其
附件 1 之表
1/ p.90/289 

變更規格

及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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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法源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碼) 

L-01 編纂教材 

獎勵教師編纂(含教科書、參考書及工具書等)教材，改進教

學。 
本獎勵採積點制，按「專任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獎

勵核發最高點數對照表」，由各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初

審，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最後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核定。 

每名教師每學年度依本辦法核發之改進教學、編撰教材、製

作教具三項獎勵，以新台幣二十萬元為上限。 

專任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

教具製作獎勵辦法 200 點/每點估 2,500 元 500,000 1-2 教學多元化 p.37 

L-02 製作教具 

獎勵教師製作(含電腦軟體光碟、powerpoint、模型、錄影

帶、錄音帶、投影片、幻燈片等)教具，改進教學。 
本獎勵採積點制，按「專任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獎

勵核發最高點數對照表」，由各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初

審，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最後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核定。 

每名教師每學年度依本辦法核發之改進教學、編撰教材、製

作教具三項獎勵，以新台幣二十萬元為上限。 

專任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

教具製作獎勵辦法 50 點/每點估 2,500 元 125,000 1-2 教學多元化 p.37 

L-03 改進教學 

1.獎勵本校教師指導學生參加技術競賽、專題製作；完成教

學專案計畫活動；輔導學生參加國家或國際級證照考試、促

進教學與學生身心發展等改進教學活動。 
本獎勵採積點制，按「專任教師改進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獎

勵核發最高點數對照表」，由各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初

審，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最後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核定。 

每名教師每學年度依本辦法核發之改進教學、編撰教材、製

作教具三項獎勵，以新台幣二十萬元為上限。 

2.為精進教學品質，豐富人文關懷，推動創新議題之教學與

研究計畫，由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邀請相關領域專家，進行

審查。補助基準項目與原則:一般型計畫：每件以補助新臺

幣十萬元為上限，整合型計畫：每件以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

為上限。 

1.專任教師改進教學暨教

材教具製作獎勵辦法 
 
2.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

計畫申請辦法 

1.750 點/每點估 2,500 元 
2. 1 案，共 256,000 元 2,131,000 1-2 教學多元化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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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法源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碼) 

L-04 研究 

1.補助教師執行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有關之業務費。 

  (1)分配原則 

     A.教學發展型：每案補助以3萬元為上限(計畫含試 
       劑、藥品等實驗性耗材者，補助金額可額外增加，

       上限為3萬元) 
     B.整合型：每案補助以5萬元為上限（總計畫及各子

       計畫得以單一案件計算其補助金額）(計畫含試 
       劑、藥品等實驗性耗材者，補助金額可額外增加，

       上限為5萬元) 
     C.鼓勵型：每案補助以10元為上限(計畫含試劑、藥 
       品材者，補助金額可額外增加，上限為5萬元) 
  (2)審查機制  
     A.教學發展型與整合型:由各學院院長及通識教育 
       中心對研究主題與本校當年度之研究發展重點之 
       符合性，進行第一階段初審。初審通過由研發組 
       邀請2位校內外相關領域專家為審查委員，就計畫

       內容進行書面審查。 
     B.鼓勵型研究計畫由研發組邀請2 位校內外相關領 
       域專家為審查委員就計畫內容進行書面審查。 
     C.通過案件送校教評會依該年度經費運用情形核定 

       經費項目明細與金額。 

2.補助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有關之統計諮詢需求費用。 
  每人每年補助以3,000元為上限，經各系(學科)教評會 

  審議通過。 

3.獎勵產學成果與技術研發優良之教師。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績優前 3-5 位教師，每名 3 萬元

4.獎勵專利產品與技術開發之教師。 
  由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審查，獲得國內專利 

  者：發明專利每案獎助新台幣伍萬元；新型與新式樣專

  利每案獎助新台幣壹萬元。 

1.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經

費補助作業要點 
2.專任教師研究統計諮詢

費補助作業要點 
3.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績優

獎勵辦法 
4.專利獎勵辦法 

1.校內研究 18 案，共計

1,508,500 萬 
2.統計諮詢 10 萬 
3.產學合作技術研發績優

獎 15 萬 
4.專利獎勵(估)新型 30
件，每件 1 萬，共 30 萬 

2,058,500 

3-1 促進產學合

作計畫成效 
3-2 提升智權產

出成果成效 

p.116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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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法源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L-05 研習 

1.補助教師參加與教學有關之研習(討)會之註冊費或報名 

  費，經所屬教學單位審議會議通過，每人每年補助額 

  度，依專責小組會議決議，以不超過當年度核定補助金

  額上限為原則。 

2.補助教師以本校名義，於國際學術會議上，以報告者身

  分發表，且該篇論文未曾被任一作者用於申請參加國內

  (外)國際學術會議。國內國際會議補助註冊費(報名 

  費)；國外會議補助包括:註冊費(報名費)、往返機票費

  及生活補助費。 

  (1)分配原則:若於國際學術會議上，作口頭學術性發表

     者，單次補助以新台幣伍萬元為限；若以海報張貼 

     形式作學術性發表者，單次補助以新台幣叁萬元為 

     限。同年1月至12月內，合計每人補助總額以新台幣

     伍萬元為上限。 

  (2)審查機制:經所屬教學單位審議會議通過。 

3.補助教學單位舉辦學術研習活動，充實教學內容，提升

  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習會。補助項目及支付標準依本校 

  「舉辦校內研習會支用項目基準表」。由教學單位提報

   研習會計畫書，經至系教評會初審、院教評會審通過 

   後，提報校教評會議審議。 

4.專任教師於短期內(一年以不超過三個月(含假日)，並以

一次為限)參加國內外與教學、研究或職務有關之教育訓

練及課程進修等。各教學單位主管應針對進修計畫及主

題，並配合本校發展目標，進行審查。經教學單位、院教

評會及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補助報名費、

學費、雜費、交通費(以最經濟直達路程為準，並限來、

回各一次)每人每年不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1.教職員參加研習(討)會
申請要點 

2.教師參加國際學術會議

辦法  
3.舉辦校內研習會經費補

助要點 
4.專任教師進修獎勵辦法

1、專任教師校外參加研習

(5 千元/人/年)： (估)150
人次(共計 75 萬) 
2、教師參加國際學術會議

(5 萬元/人/年):(估)30 人次

(共計 150 萬) 
3、校內自辦研習 6 案，估

420,916(元) 
4、教師短期進修(估)2 人，

共 20 萬 

2,870,916 
4-3 完善人力配

置 p.186 

L-06 進修 

1.鼓勵專任講師(含)以上教師進修，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

  ，提供進修博士學位，留職停薪前三年，在職進修前二年

   之學費、雜費與學分費之補助。每人每年不得超過新臺

   幣十萬元。 

2.教學單位教評會進行初審，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後，提

  校教評會審議。 

專任教師進修獎勵辦法 

1、進修(102 下)2 人(估 10
萬) 
2、進修(估 103 上) 2 人(估
10 萬)                  

200,000 
4-3 完善人力配

置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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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法源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碼) 

L-07 著作 

1.獎勵本校教師出版學術期刊研究論文、專論、專業著 

  作、編譯或翻譯書籍等學術作品。 

  本獎勵採積點制，點數審核依「專任教師學術作品出版

  獎勵類別與核發最高點數對照表」，由各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進行初審，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最後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後核定。每位教師每學年度總獎勵金額

  不得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 

2.補助教師以本校名義且為第一或通訊作者投稿於國際 

  學術期刊之英文潤稿費。經各教學單位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補助，每人每年補助以1 萬元為上限。全校每年度 

  總補助額度以50 萬元為上限。 

1.專任教師學術作品出版

獎勵辦法 
2.專任教師國際學術期刊

投稿潤稿費補助作業要

點 

1.1690 點/每點 2,500 元，

計 4,225,000 元 
2.潤稿費 50 萬           

4,725,000 
3-2 提升智權產

出成果成效 P.144 

L-08 升等送審 

1. 支用專任教師升等、申請教師資格之審查費(學位論文

審查每位委員貳仟元，專門著作審查每位委員叁仟元)

及郵資。 

2. 申請以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得發給下列獎勵

    金，每年限申請一次。 

(1) 申請獎勵金:申請案送交所屬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

審查，通過以下審查後，發給申請獎勵金三萬元。

(2) 升等通過獎勵金:獲教育部審查通過升等並核發教

    師證書者，提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核定

    發給獎勵金。升等通過教授者，發給獎勵金新台幣

    十萬元。升等通過副教授者，發給獎勵金新台幣八

    萬元。升等通過助理教授者，發給獎勵金新台幣五

    萬元。 

1.教師資格送審作業要點

2.專任教師技術報告升等

獎勵辦法 

1、(估)學位送審(6,570 元/
每人)*15 人=98,550 

2、著作送審(9,500 元/每
人)*10=95,000  

3、技術報告升等：申請(3
萬/每人)*3 人=9 萬；獎

勵金 8 萬*1 人、5 萬*2
人=18 萬   

463,550 
4-3 完善人力配

置 p.186 

M 
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經

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

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辦理 

附件一 637,000 
2-3 促進身心健

康與適性發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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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 法源 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頁碼) 

N 
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1.提升行政人員知識與技能，補助進修前二學年之學費、 

  雜費與學分費。經行政會議審議審查，每人每學年補助

  以新台幣十萬元為上限。 

2.補助行政人員參加與業務有關之研習(討)會之註冊費或

  報名費，經所屬行政單位審議會議通過，每人每年補助

  額度，依專責小組會議決議。 

1.助教暨編制內職員進修

獎勵辦法 
2.教職員參加研習(討)會
申請要點 

1.編制內行政人員研習

(5000 元/人/年)： (估)10
人次*每人每年 5 千元為上

限(共計 5 萬) 
2. 編制內職員進修(估 102
下)2 人、(估 103 上)1 人：

(共計 15 萬元) 

200,000 
4-3 完善人力配

置 p.186 

O 

其他(改善教

學之相關物

品(單價一萬

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配合本校「特色計畫」及基礎設備購置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採購辦法 附表十 1,266,620 1-2 教學多元化 附表十 

P 
新聘教師薪

資(2 年內) 
提高本校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新聘 2 年內助理教授以上薪資(本俸+學術研究費) 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起聘日為 103 年 1 月(包含)以

後 6 人 1,983,599 
4-3 完善人力配

置 p.186 

 合 計 $17,161,185   
※本表請填列「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

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若有編列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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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長庚科技大學 103 年度獎勵補助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概算表 
編

號 活動目標 工作項目
獎勵 
補助款 自籌款 具體辦理事項 參加對象

及人數 備註 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M01 
提升文藝性社團作

品水平 
社團藝文

聯展 40,000 6,000
聯合文藝性社團作品展覽，展

現社團平日所學，並提升學生

文藝創作之能力。 
全校學生 課外組 

2-2-C-學務處-102 學

年度-3 及其附件 1-
表 3/p.89/288 

M02 
展現社團活力、提

供表演舞台，發掘

各方表演人才 

社團展演

活動 60,000 4,000

鼓勵社團辦理表演晚會、才藝

比賽，展現社團活力、提供學

生發揮才藝之舞台，發掘各方

表演人才。 

全校學生 課外組 
2-2-C-學務處-102 學

年度-3 及其附件 1-
表 3/p.89/288 

M03 
林口校區重點發展

之學生社團，提升

學生社團指導品質 

外聘社團

指導老師

指導費 
110,000 0

辦理重點發展之學生社團，專

業技巧訓練，以提升學生社團

指導品質。 
全校學生 課外組 

2-2-C-學務處-102 學

年度-3 及其附件 1-
表 3/p.89/288 

M04 
提昇學生社團經營

知能 
社團經營

系列活動
125,000 10,000

辦理社團經營系列活動，培養

學生領導、溝通、合作、解決

問題、抗壓性等能力，使學生

成為有領導力的社團經營師。

全校學生 課外組 
2-2-C-學務處-102 學

年度-3 及其附件 1-
表 3/p.89/288 

M05 
鼓勵社團激發創意

辦理特色性活動。 
社團特色

活動 140,000 10,000

鼓勵社團發揮創意，依社團發

展目標，辦理具特色性、創意

性、發展性之活動，塑造社團

文化。 

全校學生 課外組 
2-2-C-學務處-102 學

年度-3 及其附件 1-
表 3/p.89/288 

M06 

提升校園初級心理

衛生活動，與提升

班級團體互動與情

感凝聚 

班級輔導 42,000 0

每學年導師與諮商中心合作
執行一場任一議題班級輔導
活動(生命教育、情感教育、
生涯輔導) 

林口本部

班級 
諮商中

心 
2-3-F-學務處 102 學

年度/p.96 

M07 提升宿舍生活品質 
 

嘉義分部

宿舍活動
12,000 6,000

學生宿舍自治會召開會議，討

論宿舍自治事項，或制定寢室

生活公約評比、冬至搓湯圓活

動…等，提升宿舍生活品質相

關活動。 

嘉義分部

住宿學生 

嘉義分

部學生

宿舍 

2-2-B-嘉義分部學生

事務組 102 學年度-4
及其附件 3/p.88/285

M08 
減少交通事故之發

生 

嘉義分部

交通安全

宣導講座

3,350 0
邀請專家講授交通安全知

識，並加強學生交通安全觀

念。 

嘉義分部

日間部學

生 

嘉義分

部學務

組 

2-2-B-嘉義分部學生

事務組-102 學年度-3
及其附件 2/p.88/284

M09 

藉由相關活動，陶

冶同學藝文氣質，

增進社會關懷，培

養出專業護理學習

外之軟實力。 

嘉義分部

藝文活動
20,000 0

舉辦藝術或人文研習、展覽、

成果發表、晚會及講座。 
嘉義分部

學生 

嘉義分

部學務

組 

2-2-C-嘉義分部學生

事務組-102 學年度-4
及其附件 1-表 2/  
p.90/289 

M10 

推動嘉義校區社團

發展，邀請專業師

資指導，提昇教學

品質；另藉以拓展

社團技能面向，作

為社團永續經營之

基礎。 

嘉義分部

外聘社團

指導教師

鐘點費 

40,000 0
辦理庚親社、熱舞社…等社團

專業技巧訓練課程。 
嘉義分部

學生 

嘉義分

部學務

組 

2-2-C-嘉義分部學生

事務組-102 學年度-4
及其附件 1-表 2/  
p.90/289 

M11 

每學年度導師與諮

商中心合作執行一

場任一議題班級輔

導活動(生命教育、

情感教育、適性輔導) 

嘉義分部

班級輔導
7,650 1,000

每學年度導師與諮商中心合

作執行一場任一議題班級輔

導活動 (生命教育、情感教

育、適性輔導) 

嘉義分部

學生 

嘉義分

部學務

組 

2-3-F-嘉義分部學務

組 -102 學年度及其

附件 1/p.97/291 

  600,000 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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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01 
特 3-1 

木製玻璃

面茶几組

(方形) 

專業教室

物品 

方形茶几 
規格型號如附圖號 A03 或同等品。 
桌面：約 10mm 以上（含）強化玻璃材質，需易於

清潔及有防刮功能。 
重量：約 10 公斤以下（含）。 
腳座：需因應地面不平而設計可調整四角高度的功

能，且為防鏽防霉的材質。 

13 個 5,500 71, 5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住

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務

處-102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78/282 

 

O002 
特 3-2 

木製玻璃

面茶几組

(圓形) 

專業教室

物品 

圓形茶几 
規格型號如附圖號 A04 或同等品。 
桌面：約 10mm 以上（含）強化玻璃材質，需易於

清潔及有防刮功能。 
重量：約 20 公斤以下（含）。 
腳座：需因應地面不平而設計可調整四角高度的功

能，且為防鏽防霉的材質。 

5 個 6,500 32,500 
特色計畫-宿舍

智慧學習輔導

方案 

學生事務處住

宿輔導組 

2-1-A-學生事務

處-102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78/282 

 

O003 
特 4-1 

血壓血糖

機 
專業教室

物品 

1. 血壓血糖機 
1.1 二合一功能設備，資料傳輸：USB 傳輸 
1.2 血糖量測範圍： 20-600mg/dL ；血糖超過

240mg/dL 警示 
1.3 血壓偵測範圍：0 到 300 mmHg；心跳偵測範圍：

40 到 199 次/分鐘 
1.4 參考型號：益康 TD-3261(或同等品) 
1.5 同時監測血壓和血糖的數值，對於糖尿病心血

管併發症的監控是很重要 
1.6 本項設備需整合於「健康照護與管理教學系

統」，因此設備需能將資料輸入於「健康照護與管

理教學系統」 
2. 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光碟片 

3 台 9,800 29,400 
特色計畫-民生

產業特色實作

計畫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 -2
及其附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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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04 
特 4-2 血氧機 專業教室

物品 

1.1 以非侵入式原理量測血液中的含氧量以及心搏

數 
1.2 SpO2(脈動氧血紅素飽和度)為血液中的含氧量

指標，以%(百分比)為單位 
1.3 Pulse(心搏數)為每分鐘心跳次數，以 bpm(次/每
分鐘) 為單位 
1.4 可顯示波形於液晶顯示器上，方便使用者辨認

信號品質與觀察的直覺性 
1.2 可藉由 (隨機附) 應用軟體(參考型號如 Smart 
Link I)與 USB 介面，將資料傳輸至個人電腦以便進

行資料觀察與分析之用 6 參考型號：康定

MD-670P(或同等品) 
1.6 參考型號：康定 MD-670P(或同等品) 
1.7 本項設備需整合於「健康照護與管理教學系

統」，因此設備需能將資料輸入於「健康照護與管

理教學系統」 
1.8 配件：重複使用感應器(成人用)至少 1 支、重複

使用感應器(小孩用) 至少 1 支 
1.9 配件：嬰兒腳指用感應器(3~15kg) 至少 1 支、

耳掛式感應器至少 1 支 
1.10 配件：感應器連接線至少 1 支、抛棄式感應器

(成人用) 至少 1 支 
1.11 配件：抛棄式感應器(15~45kg) 至少 1 支、抛

棄式感應器(3 kg 以下) 至少 1 支 
1.12 配件：抛棄式感應器(3~15kg) 至少 1 支 
2. 保固條款：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光

碟片 

3 台 4,500 13,500 
實驗、專題研

究、民生產業概

論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65/271 

 

O005 
特 4-3 

電子體重

機 
專業教室

物品 

1.1 最大負荷約 180 Kg 
1.2 可切換單位 kg/lb/st 
1.3 最小測量約 100 g 
1.4 約 44mm 數字顯示 
1.5 參考型號 :GS21 德國博依 beurer 體重管理系

列(或同等品) 
2. 保固條款：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光

碟片 

3 台 3,000 9,000 
實驗、專題研

究、民生產業概

論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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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06 
特 4-4 

電子體溫

計 
專業教室

物品 

1.1 防水功能 
1.2 標準 60 秒量測時間 
1.3 上次溫度記憶功能 
1.4 自動關機功能 
1.5 量測及發燒警示聲 (37.8 度 C) 
1.6 參考型號：北群 MT-B182(或同等品) 
1.7 保固條款：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

光碟片 

3 台 750 2,250 
實驗、專題研

究、民生產業概

論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65/271 

 

O007 
特 4-5 

吐氣流速

機 
專業教室

物品 

1.1 可測出尖峰吐氣流速及氣道狹窄程度 
1.2 自動擷取記錄同一操作時段內之最大值 
1.3 記憶容量達 240 筆資料 
1.4 適合兒童與成人使用 
1.5. 旋轉式葉片轉速量測 
1.6 參考型號：百略 PF200(或同等品) 
1.7 本項設備需整合於「健康照護與管理教學系

統」，因此設備需能將資料輸入於「健康照護與管

理教學系統」 
2. 保固條款：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光

碟片 

3 台 3,500 10,500 
實驗、專題研

究、民生產業概

論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65/271 

 

O008 
特 4-6 智慧手環 專業教室

物品 

1.1 備防水功能 
1.2 可以記錄入睡時間、淺睡和熟睡時段、夜晚中

醒來的次數、以及清醒時間 
1.3 可設定鬧鐘在指定時間的淺層睡眠時限內震醒

1.4 支援 ios 與 android 系統 
1.5 手帶會記錄運動的強度、總步數、距離及消耗

的卡路里, 方便訂下及追縱運動目標 
1.6 參考型號：Jawbone UP(或同等品) 
1.7 本項設備需整合於「健康照護與管理教學系

統」，因此設備需能將資料輸入於「健康照護與管

理教學系統」 
2. 保固條款：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光

碟片 

3 個 4,580 13,740 
實驗、專題研

究、民生產業概

論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2
及其附件 1/ 

p.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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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09 
特 4-7 運動手環 專業教室

物品 

1.1 室外可以使用 GPS 進行路徑記錄、在室內可以

使用感應器(Shoe Pod)進行路徑記錄 
1.2. 可追蹤跑程、跑速、時間、和燃燒的卡路里等

資料 
1.3 支援 ios 與 android 系統 
1.4 參考型號：NIKE+SPORTWATC-H GPS 運動手

錶(或同等品) 
1.5 本項設備需整合於「健康照護與管理教學系

統」，因此設備需能將資料輸入於「健康照護與管

理教學系統」 
2.保固條款：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或光

碟片 

3 個 4,590 13,770 
專業課程、專題

研究、民生產業

概論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 -2
及其附件 1/ 

p.65/271 

 

O010 
特 4-8 

拉桿式收

納箱 
專業教室

物品 

1.1 材質：100％聚碳酸酯(或同等品) 
1.2 尺寸:約 L44*H64*E27 公分，體積：約 76L，重

量:約 2.9KG 
1.3  ST 保安拉鏈系統，能夠收納 Home Care 量測

儀器等相關設備(或同等品) 
1.4 參考型號: HELIUM 25 吋或同等品 
1.5 保固條款：提供一年保固，內含使用說明書 

3 個 9,700 29,100 
專業課程、專題

研究、民生產業

概論 

民生學院各教

學單位及研發

中心 

1-2-G-民生學院

-103 學年度 -2
及其附件 1/ 

p.65/271 

 

O011 
護-1 孕婦衣 專業教室

物品 

1.雪紡布料 
2.V 領壓褶 
3.高腰剪裁 
4.裙襬配色拼接 
5.產前/產後皆可穿 
6.尺寸：L 號 

8 PC 1,880 15,040 

四技產科護理

學暨實驗 
五專產科護理

學實驗 

護理系- 
產兒科組 

1-2-F-護理系

-103 學年度/ 
P.57 

 

O012 
嘉護-1 問診桌 專業教室

物品 

1.參考型號：LD-G 或同等品 
2.尺寸：寬約 120cm×深約 70cm×高約 74cm 
3.材質：為鋼板(一級冷軋鋼板) 
4.桌板材質以木紋色為主 

4 張 6,500 26,000 
客觀結構式測

驗教室OSCE技

考使用 
嘉義護理系

1-2-D 嘉義校區

護理系-103 學

年度-2/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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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13 
嘉護-2 

鐵製低靠

背旋轉椅 
專業教室

物品 

1.尺寸：寬約 61cm×深約 60cm×高約 91cm 
2.椅面材質：彈性布 
3.椅內採記憶泡棉：泡棉厚度約為 5-6 公分 
4.椅背形狀為貝殼型，且椅背曲線，符合人體工學

能緊貼腰部 
5.有扶手 
6.有調節氣壓棒，可坐上下升降 
7.能做 360 度旋轉 
8.顏色：藏青色 

8 張 2,000 16,000 
客觀結構式測

驗教室OSCE技

考使用 
嘉義護理系

1-2-D 嘉義校區

護理系-103 學

年度-2/ p.49 
 

O014 
嘉護-3 床頭櫃 專業教室

物品 

1.尺寸長寬高：460×460×860mm(±3％) 
2.櫃體三面外殼材質為塑鋼(或同等品) 
3.上蓋板為凹凸面 
4.延伸拉板內附杯座 
5.抽屜及把手，有防止掉落設計 
6.拉門連把手 
7.櫃體左右兩側隱藏式毛巾 
8.脫鞋及臉盆置放架有透氣孔 
9.櫃體上蓋板、拉板、底座厚度 5mm(含)以上 
10.塑膠活動輪 Ø40 ㎜，共 4 個，2 煞車 2 活動輪 

6 組 3,500 21,000 
回覆示範教室

(二)設備汰舊換

新 
嘉義護理系

1-2-G-嘉義分部

護理系-103 學

年度-2/ p.63 
 

O015 
嘉護-4 除濕機 專業教室

物品 

1.參考型號: 大同 TDH-280CBL 或同等品 
2. 6.5 公升以上(含)大容量水箱 
3.微電腦面板操控 
4.採用迴轉式壓縮機 
5.導風版可調五段式 
6.除濕能力:約 28 公升/日(DB30℃-RH80%)，14 公

升/日(DB27℃-RH60%) 
7.電源規格:單相 110V / 60Hz 
8.符合節能標章 
9.附輪座 

4 組 7,000 28,000 

提供護理專業

教室(含實驗室)
使用，避免高精

密儀器及模型

受潮、發霉 

嘉義護理系

1-2-G-嘉義分部

護理系-103 學

年度-2/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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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16 
幼-01 

核心字彙

成長溝通

系統 

專業教室

物品 

01 數位錄音語言學習筆尺寸：長約 17.5 公分 x 寬
約 2.6 公分 x 高約 2.6 公分 
02 數位錄音語言學習筆重量：約 41g (不含電池) 、
約 66g(含電池) 
03 數位錄音語言學習筆電力：電池 4 號 (3A) 兩顆

04 數位錄音語言學習筆記憶體：使用 SD 卡或同等

品、容量 2 G（含）以上 
05 配件： 
5-1 數位錄音語言學習筆(含筆套 吊帶)×1 支，有錄

音與記憶功能 
5-2 記憶卡一張   
5-3 記憶貼片（U-Pad）一組 70 張，為特殊材料製

成，可黏貼於多種材質之上(除布料與相片紙)，並

可重複使用 
5-4 錄音白板×1 張，底碼光面卡紙，使用時可先用

白板筆直接書寫在錄音白板上，可用酒精（或衛生

紙）輕拭擦拭  
5-5 中文核心語彙學習教材組一本，中文核心語彙版

面可切換中文、台語、客家話、粵語、英語、泰文、

越南文、印尼文等八種語言 
5-6 溝通簿一本 
5-7 使用說明手冊一本 
06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一年 
07 參考型號 R-PEN 或同等品 

2 ST 8,800 17,600 
特殊幼兒教育

課程實務練習

使用 
幼兒保育系

1-2-G-幼兒保育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5/275 

 

O017 
幼-02 

嬰幼兒按

摩娃娃 
專業教室

物品 

01 材質：1-1 身體以柔軟填充物填充 1-2 頭、手、

足為軟橡膠材質，可彎曲進行關節按摩 
02 尺寸：身長約 51 公分 
03 重量：約 1 公斤 
04 功能：主要用於嬰兒按摩教學課程使用 
05 配件：每具按摩娃娃附兩套衣服(含)以上 
06 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一年 

30 PC 1,850 55,500 
托嬰實務課程

實務練習使用
幼兒保育系

1-2-G-幼兒保育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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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18 
幼-03 

兒童餵食

椅 
專業教室

物品 

01 材質：實木 
02 尺寸：W 約 35×D 約 40×H 約 90 公分 
03 功能：3-1 可提供 8-12 個月幼兒用餐 
3-2 座椅附安全扣環 
3-3 桌面與椅腳無銳利邊緣 
04：保固自驗收合格日起一年 
05：參考型號如 AR-352 或同等品 

5 PC 1,100 5,500 
托嬰實務課程

實務練習使用
幼兒保育系

1-2-G-幼兒保育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5/275 

 

O019 
保-1 擴音機 資訊器材

參考型號：Mipro MA-101VHF。 
1.接收模組：內建 UHF 或 VHF 石英控制單頻道固

定接收模組。 
2.最大輸出功率：30W(rms)以上(含)。 
3.T.H.D.：低於 0.1%。 
4.頻率響應 60Hz~15KHz±3dB。 
5.喇叭：5 吋全音域。 
6.音源輸入：MIC 及 LINE 輸入插座各一。 
7.操作模式：直接在喇叭箱機體上操作。 
8.電源供應：內建  12V/ 2.9A H 充電式電池及

100~240V AC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9.充電及使用時間：充電 4 小時（自動充電管理）

可連續使用約 8 小時（語音擴音） 
10.尺寸：寬約 160mm×高約 178m×深約 285 mm。

11.重量：約 3.1 公斤。 
12.外觀顏色：黑色。 
13.未來可選搭配發射器。 
14.配無線麥克風(數量 1 支)。 
15.保固一年。 

3 台 7,000 21,000 
團膳實驗、營養

學實驗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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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20 
保-2 果汁機 實習實驗

物品 

1.顏色：灰色。 
2.容量 (L)： 1.5L 玻璃壺。 
3.轉速：三段速 / 500W 
4.規格：110V / 60HZ。 
5.配件：研磨杯組*1、攪拌棒*1。 
6.壺身雙重安全鎖。 
7.參考 Elextrolux EBR2601 或同等品。 
8.保固一年 
9.附操作說明書。 

12 台 2,490 29,880 
團膳實驗、營養

學實驗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O021 
保-3 鬆餅機 實習實驗

物品 

1. 參考型號：歌林 KWM-R01。(或同等品)。 
2.本體尺寸：長約 445mmx 寬約 200mm x 高約

175mm。 
3.電氣規格：110V,60Hz, 900W 以上(含)。 
4.產品淨重：2.5kg 以下(含)。 
5.可烘烤出約 2.5 公分的超厚鬆餅。 
6.多段烘烤焦度旋鈕設計。 
7.保固：一年。 

16 台 1,680 26,880 
團膳實驗、營養

學實驗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O022 
保-4 燒烤鍋 實習實驗

物品 

1.材質：鍋身-陶瓷鈦合金把手-bakelite 電木材質或

同等品。 
2.尺寸：長 28x 寬 28cm；內深-3.5cm 厚度-4mm；

手柄長度約 18~19cm。 
3.重量：≦1350g。 
4.參考型號 TITANOA02259 或同等品。 
5.保固一年。 
6.附操作手冊一份。 
7.波浪溝紋設計，可導出肉類油脂，導熱速度快。

9.鈦合金塗層，穩定性高，耐強酸、強鹼、耐腐蝕。

16 台 3,790 60,640 
團膳實驗、營養

學實驗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O023 
保-5 

50 人份電

子煮飯鍋 
實習實驗

物品 

1.可炊煮 50 人份飯量。 
2.規格：大容量 50 人份。 
3.使用電源：220v、3000w。 
4.保固 1 年。 
5.附操作說明書。 

4 台 7,000 28,000 
團膳教室教學

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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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24 
保-6 

手持攪拌

棒 
實習實驗

物品 

1.參考廠牌型號 Cuisinart CSB-77TW 或同等品。 
2.人體工學設計防滑握把。3.單鍵操作可瞬間達到最

高速。4.不鏽鋼刀片抗菌、清洗方便。5.馬達三年保

固+贈中英文食譜。6.附件：(1)16 盎司量杯、(2)打
蛋套件(3)切碎套件(4)中英文食譜。7.12000 轉以上

(含)的超高速靜音馬達。8.200 以上(含)瓦的馬達。

9.單鍵操作攪碎/磨碎功能。10.產品為管狀設計適用

於各種鍋子/水壺/碗等容器。11.皆有電源線及配

件。12.三年保固 13.附操作說明書。 

16 台 2,900 46,400 

營養學實驗室

教學用 
團膳教室教學

用 
食品調理與研

究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O025 
保-7 虹吸壺 實習實驗

物品 

1.參考廠牌 HARIO TCA-2 或同等品。2. 100%天然

礦物精製。3.耐熱玻璃材質。4.耐熱溫度：150℃。

5.份量：1~2 人份。6.實用容量：240ml 以上(含)。
7.注滿容量：320ml 以上(含)。8.附咖啡粉匙、濾器、

酒精燈。9.保固 1 年。10.附操作說明書。 

6 台 2,500 15,000 

團膳教室教學

用 
食品調理與研

究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O026 
保-8 

磁閥省力

型微量分

注器 

實習實驗

物品 

1.型式：可調刻度, 具磁閥定位型。 
2.吸排速度：一般不可調。3.吸排體積：0.2-2.0 ul。
4.氣密方式：有單獨 O-ring & Seal 設計，不需塗抹

氣密凝膠。 
5.主體內置式彈簧：有。6.長度:＜255mm。 
7.滴管尖剔除鐵棒( Tips Ejector):金屬材質;快速卡

栓設計。8.刻度旋轉鎖扣（Volume Locking）:調整

吸 排 體 積 後 可 鎖 扣 。 9. 滴 管 接 頭 滅 菌 (Shift 
Sterization)：可高壓滅菌。10.退 Tip 所需力量：(Tips 
Ejection Force)：超省力 1kg 以下(含)。 
11.握把上端彎鉤設計(Finger Hook)。12.滴管接頭設

計(Shaft Type)：錐狀。13.滴管尖剔除緩衝設計

(Shock Absorber)。14.保固期限 1 年。15. 微量分注

器校準追蹤 RFID:提供微量分注器校準追蹤的

RFID 讀取器和 LabX Direct Pipette Scan 軟體，能啟

用準確的微量分注器校準追蹤功能，以協助實驗室

符合法規機構的規定。16.矽質吸震器：滴管剔除器

中的矽質吸震器，能緩衝滴管尖頭的推出衝擊力，

提供額外的拇指保護。17.其它(1)附原廠快速裝填

SpaceSaver滴管組 1套(2)提供原廠維修受訓/維修校

正能力證明(3)提供免費校正服務 1 年。 

24 隻 8,500 204,000
食品化學實

驗、生化實驗、

專題研究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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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27 
保-9 

虹吸式咖

啡壺專用

光爐 

實習實驗

物品 

1.參考型號 Beam Heater BH-100 或同等品。 
2.功率：110v/60hz 約 350w。 
3.尺寸:長約 245cmx 寬約 280cmx 高約 190 cm。 
4.重量:2Kg 以內。 
5.內附備用燈泡 1 只。 
6.材質:不銹鋼材質。 
7.利用鹵素燈管將 85%電力轉化為紅外線熱能。 
8.再透過安置在燈管上方的石英玻璃達到高效能集

熱效果。 
9.光爐的火力可以隨意調整，將煮水溫度控制在

89-91℃。 
10.保固 1 年。 
11.附操作說明書。 

5 台 4,950 24,750 

團膳教室教學

用 
食品調理與研

究用 

保健營養系

1-2-G-保健營養

系-103 學年及

其附件 1/ 
p.66/278 

 

O028 
妝-1 

美容美髮

椅 
專業教室

物品 

1.椅面材質：黑色膠皮 
2.坐墊尺寸：圓型，直徑約 30 公分，厚度約 6 公分

3.調整方式：椅面可旋轉，可調升降高度約 48 公分

～64 公分，氣壓式調降桿 
4.椅腳：塑膠五爪腳架附活動輪 
5.功能效益：美容美髮適用 

50 張 1200 60,000 
彩妝技術實務

髮型梳理 化妝品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

年-2 及其附件

1/ p.61/268 

 

O029 
妝-2 電暖器 專業教室

物品 

1.微電腦溫控陶瓷電暖器：參考型號如惠而浦

TR950K 或同等品 
2.功率：500W 以上（含） 
3.電壓/頻率：110V /60Hz 
4.尺寸：寬 230mm*高 605mm*深 237mm（±10mm）

5.功能效益：陶瓷安全發熱體，暖風/保濕 雙重功

能，提供紓壓小棧實習場所室內舒適的溫度。 

3 台 3,000 9,000 
教學情境設施

設備:｢紓壓小棧

｣ 
化妝品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

年-2 及其附件

1/ p.6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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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30 
妝-3 水氧機 專業教室

物品 

1.整機體積：長*寬*高=約 17.5cm*約 15cm*約 11cm
2.變壓器電源：100V-240V/24V/750 mA 
3.最大功耗：15W 以下（含） 
4.霧化率：50~60ml/hr(Max) 
5.霧化顆粒直徑：約 3 微米 
6.按鍵控制說明：電源開關、霧化量控制、時間控

制鍵： 
1.持續運作至安全水位自動停止。 
2.運作二小時後，自動停止。 
3.運作五秒停止四十秒。 
4.運作十五秒停止五十秒。 
5.運作三十分鐘停止十五分鐘。 
7.標準配件：噴霧器＋變壓器＋噴霧蓋＋導光透明

上蓋 
8.斷電水位：具有低水位斷電設計 
9.水槽裝水容積：約 250ml 
10.功能效益 ：使精油與水分子霧化並適度擴散。

與化妝品調製課程之精油萃取及系上芳香療法之研

究相結合。 

6 台 1,500 9,000 專題製作 化妝品應用系

1-1-G-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

年-6/ P.36 
 

O031 
妝-4 

數位感應

美甲燈 
專業教室

物品 

顏色 :黑灰 
重量 :1kg 以下（含） 
尺寸 :約 W212mm x D181mm x H97mm（±1mm）

電壓 :110V 
功率 :36W 以上（含） 
定時開關 : 數位設定 
燈管數量 : LED 燈 18 支  
開關：1.感應開關 2.手動切換 
保固 : 1 年 
功能效益：美容美甲輔導教學，模擬職場情境 

2 台 9,000 18,000 
專題製作 

指甲彩繪實務
化妝品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

年-2 及其附件

1/ p.61/268 

 

O032 
妝-5 

自動感應

泠熱烘甲

機 

專業教室

物品 

重量：約 1.5KG 
電壓：110V 
開關：感應開關  
溫控：冷熱風切換  
功能效益：塑型指甲輔導教學，模擬職場情境 

10 台 4,500 45,000 
專題製作 

指甲彩繪實務
化妝品應用系

1-2-F-化妝品 
應用系-103 學

年-2 及其附件

1/ p.6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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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33 
老-1 

可拆手拆

腳輪椅 
實習實驗

物品 

1.輪椅：（1）座背墊：帆布材質（可拆洗）（2）
坐寬：17±1 吋（3）坐深：16±1 吋（4）車架：鋁合

金材質（5）重量：12±2 公斤（6）可載重：100 公

斤(含)以上（7）可收放：摺合輪椅時翻起腳踏板，

將輪椅中央的座墊往上拉即可，打開輪椅時雙手平

放至座墊兩邊骨架後往下壓即可打開輪椅使用。（8）
附小腿靠墊 
2.扶手：可後掀或拆式扶手，方便左右移位。 
3.活動式腳踏：（1）腳踏板可旋開及拆卸（2）材

質：塑膠踏板 
4.輪子：（1）前輪：7 吋實心輪，或同等品。（2）
後輪：22 吋，PU 實心胎，免充氣後輪，或同等品。

（3）附手扶圈：塑膠材質 
5.煞車裝置：（1）附有手煞車裝置（2）雙煞車 
6.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7.參考型號如 KM-8520 或同等品。 
8.中文操作說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 

1 台 6,500 6,5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理

系 

1-2-F-老人照顧

管理系-103 學

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6 
 

變更項

目名稱 

O034 
老-2 

地板/浴
室轉位墊 

實習實驗

物品 

1.尺寸：（1）直徑約 32cm ±1cm（2）重量約 1 kg±5
％ 
2.材質：PP+止滑網 (或同等品)。 
3.教學功能：可協助從地板上協助下床後轉位，亦

可放置在洗澡椅上使用，具防滑、防水功能。 
4.其他：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5.參考型號如:EZ-400 或同等品。 

4 個 2,000 8,0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理

系 

1-2-F-老人照顧

管理系-103 學

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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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35 
老-3 

移位腰帶

/助行腰

帶 

實習實驗

物品 

1.腰帶：（1）尺寸：M 號 70~ 120cm，3 組；L 號

100~160cm，3 組（2）材質：尼龍製（M 號 2 組及

L 號 1 組）；棉質（M 號 2 組及 L 號 1 組）（3）
長度：74±2 公分（4）寬度：14±2 公分（5）重量：

205±5 公克 
2.功能：（1）可幫助照護者短距離移動行動不便的

患者所使用的輔助用具（2）將此安全帶綁於患者腰

部，再依患者腰部大小調整粘扣之長度，確認安全

穩固粘扣後，照護者即可藉由拉提四個手把圈帶來

移動患者了。（3）從床、椅子、輪椅...等皆可幫助

扶舉患者安全的移動。（4）可繫於患者及照顧者腰

間，方便照顧者使力讓患者站立，或互相握著練習

走路。 
3.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4.參考型號：8F-6014 或同等品。 
5.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 
（2）附中文操作說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 

6 個 4,900 29,4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理

系 

1-2-F-老人照顧

管理系-103 學

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7 

 

O036 
老-4 

雙肩輪椅

約束帶 
實習實驗

物品 

1.安全帶：（1）背心至扣環長度:102cm ±5%（2）
背心寬度:32cm ±5%（3）總長度:230cm ±5%（4）
總寬度:134cm ±5% 
2.功能：（1）防止輪椅使用者傾斜或下滑之輪椅專

用安全帶（2）使用時的鬆緊度可依照個人的體形調

整。至少可留有一個手掌厚度的空間，以防止壓迫

感造成使用者的不適。 
3.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4.參考型號如 AJ-6300 或同等品。 
5.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 
（2）附中文操作說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 

1 個 1,360 1,36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理

系 

1-2-F-老人照顧

管理系-103 學

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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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37 
老-5 

職能治療

評估工

具:銀髮

組活動教

材百寶箱 

實習實驗

物品 

1.內容物：（1）圖卡：尺寸為 A4 大小，均為彩色

印刷，材質為硬紙板或同等品。（2）外箱：尺寸可

收 納 所 有 圖 卡 ， 約

L32cm±1cm×W15cm±1cm×H23cm±1cm，材質硬紙

板或同等品。（3）百寶箱的內容含使用手冊一本、

圖卡 102 張（含）以上。（4）圖卡內容分三大主題：

A.阿公阿嬤遊台灣(內有台灣地圖、風景名勝篇、風

俗民情篇、名產小吃篇)。B.懷舊生活器具(交通工具

篇、討生活行業篇、日常生活用品篇)。C.生活連續

圖卡(認識今天、種稻、秋風掃落葉、麵食製作)。
2.功能：能提供銀髮組活動設計之教材，透過豐富

的活動維持或改善其身體機能。 
3.保固：（1）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4.參考型號如 JS-001 或同等品。 
5.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 
（2）附中文操作說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 

1 組 8,500 8,500 
老人活動方案

設計課程 
老人照顧管理

系 

1-2-F-老人照顧

管理系-103 學

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7 

 

O038 
老-6 

腰腹部磁

扣式約束

帶 

實習實驗

物品 

1.約束帶：（1）材質：全棉製品，可高溫消毒。（2）
磁扣式鎖扣約束裝置，雙層式設計。（3）可適用於

腰圍約 28±2-43±2（單位:吋）。（4）顏色:白色 
2.功能：（1）適用於醫院、安療養機構、殘障教養

院、精神病患或燥動患者約束時使用。（2）腰腹部

約束帶，可將患者固定於床面上，有別於傳統綁帶

式約束帶的不適感，患者仍可翻身或是坐起。（3）
非強制性固定約束，並可依約束部位自行添加組

合。（4）磁扣鎖的設計，可快速將躁動或是需要約

束患者做固定，必須要有磁扣鑰匙才可開啟，不用

擔心患者大力拉扯的問題。 
3.附件：依磁扣式鎖扣數量須附同等數量之磁扣鑰

匙 
4.保固：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計算壹年。 
5.參考型號如 2201M 或同等品。 
6.其他：（1）得標廠商負責卸貨至指定地點。 
（2）附中文操作說明書、簡易操作說明書。 

1 個 9,900 9,900 
老人照顧技巧

與實作課程 
老人照顧管理

系 

1-2-F-老人照顧

管理系-103 學

年-3 及其附件

1/ p.5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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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39 
呼-1 

微量量液

吸管,材質

Fluorocab
on ,1000μ

l 

實習實驗

物品 

1. 可調刻度，以數字方式顯示吸排體積方便設定

2. 容量: 100-1000μl 
3. 最小刻度單位：2μl 
4. 精確度 Accuracy(%)±3μl 
5. 再現性 Precision(%)≦0.012μl 
6. 活塞：省力型彈簧， 鏡影拋光不銹鋼活塞，讓

按壓力量低於 3 牛頓(Newton) 
7. 握把：Fluorocabon 塑膠，低熱傳導系數以確保

穩定的特性 
8. 校正服務一年內免費，保固期一年，附保固書

2 PC 9,900  19,800
專題實作(一、

二)課程 呼吸照護系
1-1-G-呼吸照護

系-102 學年度

-2/ p.34 
 

O040 
呼-2 

微量量液

吸管,材質

Fluorocab
on ,10μl 

實習實驗

物品 

1. 可調刻度，以數字方式顯示吸排體積方便設定

2. 容量: 1-10μl 
3. 最小刻度單位：0.02μl 
4. 精確度 Accuracy(%)±0.025ul 
5. 再現性 Precision(%)≦0.012ul 
6. 活塞：省力型彈簧， 鏡影拋光不銹鋼活塞，讓

按壓力量低於 3 牛頓(Newton) 
7. 握把：Fluorocabon 塑膠，低熱傳導系數以確保

穩定的特性 
8. 校正服務一年內免費，保固期一年，附保固書

2 PC 9,900 19,800 
專題實作(一、

二)課程 呼吸照護系
1-1-G-呼吸照護

系-102 學年度

-2/ p.34 
 

O041 
呼-3 

微量量液

吸管,材質

Fluorocab
on ,20μl 

實習實驗

物品 

1. 可調刻度，以數字方式顯示吸排體積方便設定

2. 容量: 2 -20μl 
3. 最小刻度單位：0.02μl 
4. 精確度 Accuracy(%)±0.1μl 
5. 再現性 Precision(%)≦0.012μl 
6. 活塞：省力型彈簧， 鏡影拋光不銹鋼活塞，讓

按壓力量低於 3 牛頓(Newton) 
7. 握把：Fluorocabon 塑膠，低熱傳導系數以確保

穩定的特性 
8. 校正服務一年內免費，保固期一年，附保固書

2 PC 9,900 19,800 
專題實作(一、

二)課程 呼吸照護系
1-1-G-呼吸照護

系-102 學年度

-2/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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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物品類別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頁碼) 備註 

O042 
呼-4 

微量量液

吸管,材質

Fluorocab
on ,200μl 

實習實驗

物品 

1.可調刻度，以數字方式顯示吸排體積方便設定 
2.容量: 20-200μl 
3.最小刻度單位：0.2μl 
4.精確度 Accuracy(%)±0.5μl 
5.再現性 Precision(%)≦0.012μl 
6.活塞：省力型彈簧， 鏡影拋光不銹鋼活塞，讓按

壓力量低於 3 牛頓(Newton) 
7.握把：Fluorocabon 塑膠，低熱傳導系數以確保穩

定的特性 
8.校正服務一年內免費，保固期一年，附保固書 

2 PC 9,900 19,800 
專題實作(一、

二)課程 呼吸照護系
1-1-G-呼吸照護

系-102 學年度

-2/ p.34 
 

O043 
呼-5 

微量量液

吸管,材質

Fluorocab
on ,100μl 

實習實驗

物品 

1.可調刻度，以數字方式顯示吸排體積方便設定 
2.容量: 10-100μl 
3.最小刻度單位：0.2μl 
4.精確度 Accuracy(%)±0.35μl 
5.再現性 Precision(%)≦0.012μl 
6.活塞：省力型彈簧， 鏡影拋光不銹鋼活塞，讓按

壓力量低於 3 牛頓(Newton) 
7.握把：Fluorocabon 塑膠，低熱傳導系數以確保穩

定的特性 
8.校正服務一年內免費，保固期一年，附保固書 

2 PC 9,900 19,800 
專題實作(一、

二)課程 呼吸照護系
1-1-G-呼吸照護

系-102 學年度

-2/ p.34 
 

O044 
學-1 

簡易甦醒

安妮模型 
其他非消

耗品 

一、規格說明：1.成人半身型。2.重約 3.5Kg。3.具
攜行袋，袋內具軟墊。4.氣道（含肺袋）及面皮，

可更換。5.具肋骨及胸骨之解剖標示。6.胸壓時，具

聲音之指示。7.材質:橡膠製。8.參考型號 020020 或

同等品。9.附操作說明書。10.附保固書保固 1 年。

二、附件說明：1.軟式攜型袋 x6 袋。2.面皮 x6 件。

3.氣道/肺袋組 x6 組。4.消毒組 x6 組。 

6 台 9,960 59,760 
社課及活動使

用(急救訓練活

動) 
課外組 

2-2-C-學生事務

處-102學年度-3
及其附件 1/ 

P89/288 

 






